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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禮敬世尊．阿羅漢．正自覺者。 
         

 一、比丘波提木叉註釋  
 
        「以清淨心禮敬了佛、法、僧， 
   分別禮敬、致敬、尊敬與恭敬。 
    毘奈耶的持續運行，延續了上座系的燈明。 
   合掌禮敬先前諸阿闍梨獅子。 
   大仙闡述了諸上首無罪法， 
   至進入解脱門的波提木叉。 
   由那可樂、謙遜、生活嚴淨、 
   與律行相應的梭那（Sona）長老所請求。 
   對此處生起疑惑之比丘的解釋， 
   為了度脱疑惑圓滿地抉擇， 
   依於諸大寺住者的誦法， 
   名為清淨的《疑惑度脱》我將解説。」 
     
    此中，「波提木叉（patimokkham）」為向最解脱、極

解脱、極勝妙、最上之義。這以語義而成一種。 
    以戒、聖典的分類，則成兩種。 
    此中，在「防護波提木叉律儀而住1」和「此最先、此在

前、此在現前的諸善法，以此而説波提木叉2」等稱為「戒的

波提木叉」；在「兩部波提木叉以廣說而通曉3」等稱為聖典

波提木叉。 

                                                 
1 Vin.iv,p.51. 
2 Vin.i,p.103. 
3 Vin.iv,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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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若人守護、保護戒，他將免除、解脱惡道等諸

苦，或者被自己責難等怖畏，為波提木叉；而對該波提木叉

的解說即稱為聖典波提木叉。所以前面以語義所説的（與聖

典波提木叉），兩者也有共通之處。在此解説戒的波提木

叉，其實也説明了聖典的波提木叉；而在聖典的解說，而成

了闡明該義。 
    此聖典波提木叉有比丘波提木叉和比丘尼波提木叉兩

種。【2】此中，由「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説）」等分成

五種誦的，定為比丘波提木叉； 由「尊姊們，請僧團聽我
（説）」等分成四種誦的，定為比丘尼波提木叉。 
    此中，誦戒序、誦他勝、誦僧初餘、誦不定和廣誦，名

為比丘波提木叉的五種誦。 
    此中，誦戒序名為：「尊者們，請僧團聽我
（說），……略……，發露了實是這位（比丘）的安樂。在

此我問尊者們：『在此是否清淨？』第二次我再問：……
略……，因此默然。此（事）我如此（憶）持。」接著説：

「尊者們，已經誦（出戒）序了。」等方式，其餘的在宣説

曾聽聞而成了已經誦了。 
    誦他勝等的區分，只是從戒序為初的開始，到他勝結束
後而結合，只是更詳細［廣説］。從「其餘的應宣説曾聽

聞」之語，當在誦他勝未結束而有障難生起之時，則應當一

起説「其餘的曾聽聞」；若在戒序誦尚未結束，則沒有當説

曾聽聞之名。4 
    在比丘尼波提木叉，除去不定誦，其餘與所説的方式

（相同）。如此以這五種和四種誦的區分，而定為兩種波提

木叉。這是（本書）將解釋的。由於當中以比丘波提木叉為

初，因此為了解釋該義而説此。 

                                                 
4 見：Vin.i,p.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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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atu me, bhante, savgho. Ajj’uposatho pannaraso. Yadi 
savghassa pattakallam savgho uposatham kareyya, 
patimokkham uddiseyya. 
   Kim savghassa pubbakiccam? Parisuddhim ayasmanto 
arocetha. Patimokkham uddisissami, tam sabbe’va santa 
sadhukam sunoma manasikaroma. 
   Yassa siya apatti so avikareyya , asantiya apattiya 
tunhibhavitabbam. Tunhibhavena kho pan’ayasmante 
｀parisuddha’ti vedissami. 
   Yatha kho pana paccekaputthassa veyyakaranam hoti, 
evamevam evarupaya parisaya yavatatiyam anusavitam hoti. 
Yo pana bhikkhu, yavatatiyam anusaviyamane, saramano 
santim apattim n’avikareyya, sampajanamusavad’assa hoti. 
Sampajanamusavado kho pan’ayasmanto, antarayiko 
dhammo vutto Bhagavata. Tasma saramanena bhikkhuna, 
apannena visuddhapekkhena, santi apatti avikatabba, 
avikata hi’ssa phasu hoti. 
  Uddittham kho, ayasmanto, nidanam. 
  Tatth’ayasmante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Du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Ta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Parisuddh’etth’ayasmanto, tasma tunhi.  
  Evametam dharayami’”ti.” 
 
    （尊者們，請僧團聽我（說），今天是十五日布薩。假

如僧團已到適時，僧團當舉行布薩，誦波提木叉。  
    什麼是僧團的事前義務呢？請尊者們告白清淨，我將要
誦波提木叉了。一切在場者，我們完全地傾聽、作意這（波

提木叉）。 
  凡是有罪者，他應當發露；（假如）沒有罪 ，應當
（保持）沉默。以（保持）沉默，我將知道尊者們是「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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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正如單一的問題有（一個）回答；同樣地，在如此眾 
中有三次的告知。任何比丘，到三次的告知時，假如記得有

罪而不發露者，則有知而妄語（罪）。尊者們，世尊說：知

而妄語是障礙法。因此，記得已犯而想要清淨的比丘，有罪

應該發露，發露了實是這位（比丘）的安樂。5 
    尊者們，已經誦（出戒）序了。 
    在此我問尊者們：『在此是否清淨？』 
    第二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第三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在此尊者們是清淨的，因此默然。 
    此（事）我如此（憶）持。） 
 
       「對『請聽我（説）』等句義的抉擇， 
         欲學戒具足的比丘請聽我（說）！」 
    此中，「請聽（sunatu）」乃命令聽此之詞。 
    「我（me）」即那位誦者指出自己之詞。 
    「尊者們（bhante）」乃尊敬、崇敬之詞。 
    「僧團（savgho）」是人的團軆之詞。 
    這是一切誦波提木叉者首先應誦之詞；乃世尊在王舍城

聽許誦波提木叉時所説。因此，假如誦波提木叉者是僧團

（的最）長老，應當稱「賢友們（avuso）」；如果（誦波提
木叉者）是較下座，則以巴利聖典而來的方法，應當稱「尊

者們（bhante）」。或者由「（誦）波提木叉屬於長老（的

責任）6」之語僧團長老當誦波提木叉；或由「諸比丘，我聽

許可請當中聰明、賢能的比丘（誦）波提木叉7」之語較下座

                                                 
5 Vin.i,pp.102-3. 
6 Vin.i,p.115. 
7 Vin.i,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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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誦波提木叉。 
    以「僧團（savgho）」的字，而包括所有人之團軆而

說。 
    又以應施僧和通俗僧則成兩種。 
    此中，「應施僧（dakkhineyyasavgho）」是指八種聖人
的團軆；而「通俗僧（sammutisavgho）」是指無區別（所
有）的比丘團軆，而此（通俗僧）即是這裡（僧團）之意。

【3】  
    這（僧團）以羯磨（的人數）而有五種，即：四群［四

人僧］、五群［五人僧］、十群［十人僧］、二十群［二十

人僧］、超過二十群［過二十人僧］。 
    此中，四群［四人僧］除了受具足戒、自恣和出罪外，

能執行一切僧團的羯磨。 
    五群［五人僧］除了在中國［中印度］（受具足戒）和

出罪外，能執行一切僧團的羯磨。 
    十群［十人僧］除了出罪羯磨外，能執行一切僧團的羯

磨。 
    二十群［二十人僧］沒有僧團羯磨是不能執行的（即能

執行一切僧團的羯磨）。超過二十群［過二十人僧］也是相

同的。 
    如果需要由四群［四人］等僧團執行的羯磨，以較少的

（人數來作羯磨）則是不可以的（因不足法定人數）。這乃

顯示以超過（法定人數）為適合之義而說。 
    在此取全部，而四群（四人僧）即是通俗僧之意。 
    「今日布薩（ ajj’uposatho）」即今天是布薩的；以此
而排除非布薩日。 
    「十五日（pannaraso）」以此排除其它的布薩日。 
    以日（來區分）有三種布薩（日），即：十四日、十五

日和和合日布薩；如此而說成三種布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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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寒季、熱季和雨季各於其第三和第七個半月（為
十四日，每季）各有兩個（十四日），所以（一年共有）六

個十四日；其餘的十八個（半月）為十五日。如此一年有二

十四個布薩（日），平常有這麼多的作持。 
    由「諸比丘，我聽許（每）半個月可在十四或十五

（日）誦波提木叉一次」之語；以及由「客（比丘）應依

［隨］舊住（比丘）」等語；以及似此的其它因緣，也可以

在十四（日）舉行布薩。 
    已經住了前雨安居，在迦提迦的滿月（日），假如他們

被諍論者惱亂而想再（舉行）自恣；或者前迦提迦月的十四

（日）或後迦提迦月的滿月（日）；以及住過了後雨安居，

在後迦提迦月的滿月（日），有這三種自恣。這也是平常的

作持。 
    若有似此因緣，或有兩個迦提迦月的滿月（日），在前

面（迦提迦月）的十四（日）舉行自恣，也是可以的。 
    如在〈憍賞彌犍度〉中而來的方法：由「已破的比丘僧

團已經恢復（和合），在比丘僧中，為了止息諍事而使僧團

和合，就應當在那時舉行布薩，當誦波提木叉」之語，除了

十四和十五（日）外，其它之日稱為｛和合｝布薩日。 
    假如已住了雨安居，在迦提迦月之間，這也稱為和合自

恣日。 
    在這（十四日、十五日和和合日）三日之中，以「十五
（日）」而排除了其它（兩種）布薩（日）。 
    因此，以這「今日布【4】薩」之語，排除了非布薩

日；由此排除了（非布薩日）不應舉行布薩。 
    假如在其它的布薩日舉行布薩，應當取該日之名。即若

在十四日舉行布薩，當說「今日十四日布薩」；若在十五日

舉行布薩，當說「今日十五日布薩」；若在和合日舉行布

薩，當說「今日和合日布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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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僧團已到適時（Yadi savghassa pattakallam）」
即在此已經到了這（布薩）羯磨的適時為已到適時；適時已

到為已到適時。 
    這（已到適時）由四種條件，如註釋書的阿闍梨們所

説：        布薩與多少位比丘（來參加） 
     達到（有效之）羯磨，以及沒有 
     （違犯）同分之罪，和此中沒有 
     應被遣出人，稱為「已到適時」。 
    此中，「布薩（uposatho）」－即在（十四日、十五日
和和合日）三種布薩日之一的布薩日；若不在那（十四日、

十五日和和合日三日之布薩日所舉行）的僧團布薩羯磨，即

不名已到適時。如說：「諸比丘，非布薩日不應舉行布薩，

假如舉行者，（犯）突吉羅罪。」 
    「多少位比丘（來參加）達到（有效之）羯磨

（﹙yavatika ca bhikkhu kammappatta﹚即法定人數）」－

即到了多少位比丘對該布薩羯磨才是適當、合適的；即限定

至少有未被僧團舉罪的四位合格比丘，而且當他們處在同一

界內，（彼此）必須不分離於手臂距離（之外）（即當比丘

們處在同一界內時，比丘與比丘之間必須處在伸手所及處之

內）。 
    「界（sima）」－由已結之界和未結之界而有兩種。 
    此中，超越十一種失壞［無效］，與三種成就相
應       ，以界相（nimitta）［界標］為相［界標］，（僧
團羯磨）共結共許的界稱為已結的界。 
    以「由這十一種方式［行相］從界而羯磨失壞［無

效］：『太小、太大、界相破損（未完整）、以日影為界

相、無界相、站在界外共結（的界）、在河川共結（的

界）、在海洋共結（的界）、在天然湖泊共結（的界）、以

界和界重疊而共結（的界）、以界覆蓋界而共結（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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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之語稱這些是失壞［無效］的界。 
    此中，該處無法容納二十一位比丘坐下，稱為「太
小」。 
    超過三由旬而共結［共許］，即使（超過）髮端之量，

也稱為「太大」。 
    諸界相沒有相連接，稱為「界相破損（未完整）」。當

宣稱東方界相後，次第地宣稱南、西、北方，然後再宣稱之

前已宣稱的【5】東方，也可以逆向宣稱，，如此為「界相
沒有破損」。假如次第地結，當只宣稱到北方的界相，就在

該處停止了，則稱為「界相破損（未完整）」。此外，假如

在界相當中，取皮心樹（﹙tacasara-rukkha﹚塔恰沙拉樹）、

樹樁、塵堆或砂堆，以其中之一當一界相而共結，也稱為

「界相破損（未完整）」。 
    以山等影，凡取任一種影為界相而共結的，稱為「以日
影為界相」。 
    在未宣稱一切界相而共結的，稱為「無界相」。 
    宣稱諸界相後站在諸界相外共結的，稱為「站在界外共

結（的界）」。 
    在河川等共結的，稱為「在河川、在海洋、在天然湖泊
共結（的界）」。由「諸比丘，一切河川非界、一切海洋非

界、一切天然湖泊非界」9之語即使已共結的也是未結的

（界）。 
     以自己的界和他人的界相重疊而共結的，稱為「以界
和界重疊而共結（的界）」。如果舊古寺院的東方有芒果樹

和閻浮樹，這兩棵樹的樹枝互相附著，在那棵芒果樹的西方

部分有閻浮樹，而寺院的界是在閻浮樹之內宣稱芒果樹（為

界相）而結成的；又後來在那座寺院的東方的寺院為了結界

                                                 
8 Vin.v,p.221. 
9 Vin.i,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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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丘們在芒果樹之內宣稱閻浮樹（為界相）而結的，（這

也）是「以界和界重疊而共結（的界）」。 
    以界和界相覆蓋而共結的，即假如自己在他人所結的界
之全部或部分之內而共結的，稱為「以界覆蓋界而共結（的

界）」。 
    如此，以超越這十一種失壞界而共結。 
    「三種成就相應（tividhasampattiyutta）」即以界相成
就、眾成就和羯磨語成就相應。 
    此中，「界相成就相應」名為：山的界相、石的界相、
林的界相、樹的界相、道路的界相、蟻丘的界相、河川的界

相和水的界相。如此在所説的八種界相，依所取的界相，在

其各自的方向（，來到界相附近，問説）：「東方是什麼界

相？」「山。尊者，這山是界相。」等方法適當地宣稱後共

結。當知這只是歸為界相的簡略而説。 
    由純塵土、純岩石和（純土和純岩石）兩種混雜的，有

三種山。從象的（身）量來算，與象相等或比象大的，則可

以當山的界相；比象還小的，則不適合。［從山的身量開

始，更大的山，即屬於山的界相；較小的，則不適合。］ 
    在石的界相，即使鐵丸［鐵礦］，也算為石。因此，以
象的（身）量來算，從比象還小到【6】三十二塊糖塊

［團］大小的岩石，則可以當石的界相；更小的，則不適

合。［因此，凡岩石以上等而言，以象的身量為準，比象較

小的開姞；以下等的區分【6】，三十二塊糖團的重量為

量，即屬於石的界相。若岩石的背部，即使極大的（岩

石），也是可以的。］若（在地面上的，是）岩石的頂部，

即使極大的（岩石），也是可以（當石的界相）的。 
    在林的界相，（樹幹）內部實心和實心相混雜的樹，即

使才四、五棵，也屬於林的界相；更少則不適合。 
    「樹」，處在地上活著的內實心（樹），至少高度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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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約十六公分），即使周圍如針棒的大小，也屬於（樹

的）界相；較小的，則不適合。 
    「道」，有步道和車道（兩種）。凡步行旅隊或車旅隊

貫穿兩、三個村田所留下的足（輪）跡，也屬於（道的）界

相；沒有足跡的，則不適合。 
    「蟻丘」，以高度來算，至少高度為八指寬（約十六公

分），即使當天才生成如牛角之量的蟻丘，也屬於（蟻丘

的）界相；較低的，則不適合。 
    「河川」，在未結之界的特相中，我們將解説，（在那

裡所説的河川）屬於（河川的）界相；其它的，則不適合。 
    「水」，凡非正在流動的坑、池、湖、天然湖泊、鹹水

湖、海等靜止的水，乃至剛在地上所挖的坑，用水罐運

（水）來裝滿後，直到羯磨語（誦）結束才靜止，也屬於

（水的）界相；其它正在流動的（水），當如前所説的方式

還不靜止時，或者裝進容器（的水），則不適合。 
    「眾成就相應（parisasampattiyutta）」－即至少四位比
丘來集，那些比丘處在村地的已結之界，或者（他們處在）

河川、海、天然湖泊，在沒有（比丘）進來後，他們彼此都

處在伸手所及處之內，或帶來意欲而共結的。 
    「羯磨語成就相應（kammavacasampattiyutta）」－即以
「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説），已經宣稱了所有界相」等方

法，以所説遍淨的白二羯磨語而共結的。 
    如此超越十一種失壞界，與三種成就相應的以界相為相
而共結，所共結的界，當知為「已結的界」。（已結的界）

分成小界（﹙khandasima﹚10）、同一共住界和不離衣宿界

三種。 
    「未結的界」有：村界、七個阿班塔拉（abbhantara）界

                                                 
10 見：KkvtPT.p.31 ;Samp.v,pp.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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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水所及處界三種。 
    此中，整個一村之地，這稱為村界。 
    在非村、在阿蘭若［森林］周圍的七個阿班塔拉（約

93.5公尺），稱為七個阿班塔拉界。 
    這裡的「非村」是指威加塔威塔（Vibjhatavita）等阿蘭

若、海洋或漁夫們無法到達的小島。 
    「周圍七個阿班塔拉」是指站在中央，【7】在一切方

向的七個阿班塔拉，直徑則成十四個（阿班塔拉）（約 187
公尺）。這裡，一個阿班塔拉等於二十八肘之量（約 13.6公
尺）。但此界由眾而增大。所以應當以（僧）眾的周邊來算

阿班塔拉。 
    如果有兩個僧眾各別地舉行布薩，為了近行之義，在兩

個七個阿班塔拉之間應當保留另外一個七個阿班塔拉。 
    由「諸比丘，一切河非界」等方法，而排除了河川等為

界的情況。 
    再者，如「諸比丘，凡中等男子在河川、海洋或天然湖

泊周圍投擲水，就在此處同一共住、同一布薩」所說，此為

「投水所及處界」。 
    此中，當在非法諸王的（統治之）時，每半月、每十

日、每五日尚未超過，在天下雨之際烏雲散去了，河流中

斷，這（樣的河川）不稱為河川。 
    凡在像此的雨季四個月的下雨之時，水流不中斷，無論

在渡場或非渡場，以眾學法而來的特相：遍覆三輪安陀會

（下裙）未拉高而不過高，即使才浸濕比丘尼的下裙一、兩

指寬之量（的流水），從源頭流入大海或池塘，這為「河

川」。 
    「海洋」是眾所周知的。 
    凡未經（人工）挖掘而自然的低窪處，從周圍流來的水

而充滿，如在河川所説的方式，止住雨水時的雨水，這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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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湖泊」。 
    此外，凡是（水流）破了河川或海（岸）之後，其水流

灌滿已挖掘的低漥處，如此特徵的，這也屬於「天然湖

泊」。 
    「凡中等男子的周圍投水所及處」，是指凡在任何處
所，中等男子在其周圍投擲水（以水落所及處）為限。就好

像賭徒們投擲木環一般；同樣地，中等男子用手捉持水或

沙，應當盡其所有力量而投擲，在其所投擲的水或沙所掉落

之處，這稱為「投水所及處」。 
    「就在此處同一共住、同一布薩」，即就在這潔川等的
投水所及處為限之界同一共住和同一布薩。 
    而這乃指河川等之內，而非其外。因此，河川或天然湖
泊的四個月正常降雨之時，凡被水所淹沒的地方；在海洋於

自然漲潮止住（所淹沒）的地方，從那裡開始即是淨地

（﹙kappiyabhumi﹚允許的地），可以處在該處後舉行布薩

等羯磨。【8】 
    即使在缺雨期或熱季河川和天然湖泊乾涸了，該處也屬

於淨地；如果在乾涸的天然湖泊挖池或播種，該處即成為寺

地（田）。 
    「凡該淨地」所説的，從此以外之處即不屬於投水所及

處界；而在其內則屬於（投水所及處界）。因此，應當以那

些（河等）之內，從（僧）眾的最周邊算起，周圍的投水所

及處為限來算。如果有兩個僧團各別地舉行布薩等羯磨，為

了近行之義，在兩個投水所及處之間應當保留另一個投水所

及處。 
    諸比丘在七個阿班塔拉界和投水所及處界，從所處的地

方算起，在規定的範圍之中，彼此處分離於伸手所及處之

外，即使他們沒有所處的地方沒有超過所規定的範圍，其羯

磨也是違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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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乃是所有註釋書的結論。 
    如是當知為未結之界。 
    如此這乃是由已結之界和未結之界而有兩種。此乃關於

如前所説：「而且當他們處在同一界內，（彼此）必須不分

離於手臂距離（之外）（即當比丘們處在同一界內時，比丘

與比丘之間必須處在伸手所及處之內）。」 
    那四位比丘處在同一界內，彼此不分離於伸手所及處

（之外），此僧團的布薩羯磨稱為「已到適時」，而非其它

（意趣）。如說：「諸比丘，我聽許四位（比丘）可誦波提

木叉。」 
    「以及沒有（違犯）同分之罪（sabhagapattiyo ca na 
vijjanti）」－在此，凡僧團的一切（比丘）違犯非時食等同

分罪事的輕罪，如此的罪事同分，稱為「同分」。犯了非時

食之緣的罪同分者對犯了非餘食（足食戒）之緣者前懺悔是

可以的。假如有（犯了）同分罪，那些比丘們應當儘快地派

遣一位比丘到鄰近的寺院（説）：「賢友，你去懺悔該罪，

回來後，我們將向你懺悔該罪！」如果能夠這樣做，這是善

［好］的；假如無法獲得（這樣可以懺悔的人），應使聰

明、有能力的比丘白：「尊者們，請僧團聽我（說），此僧

團的一切（比丘）犯了同分罪，假如見到其他清淨無罪的比

丘時，（我們）將懺悔該罪。11」説了之後應當舉行布薩。 
    假如有懷疑（犯同分罪），在白：「尊者們，請僧團聽
我（説），此僧的一切（比丘）懷疑（犯了）同分罪，當無

懷疑時，我們將懺悔該罪12」了之後，應當舉行布薩。假如

那裡有某（比丘）正想著：「可以懺悔那同分之罪」，而對

一位（比丘）懺悔，所懺悔的是善懺悔的。其餘，懺悔者以

懺悔因緣，受懺者以受懺因緣，兩者都犯惡作罪。那即成不

                                                 
11 Vin.i,p.127. 
12 Vin.i,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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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罪事，因此應當【9】互相懺悔。如此，他們即成為無罪
者。其餘的共分之罪也應當懺或告白，如他們沒有這樣做而

舉行（參加）布薩，以「請尊者們告白清淨」等方式，有罪

者舉行（參加）布薩所制，犯惡作（罪）。 
    如果僧團的一切（比丘）有同分罪，未以前面所説的方

式（奉行）而舉行布薩，僧團的一切（比丘）都犯罪。因

此，有同分之罪，對僧團而言即未「已到適時」。 
    以此而説：「以及沒有（違犯）同分之罪」。在無同分

之罪或有非同分之罪都是已到適時。 
    「和此中沒有應被遣出人（vajjaniya ca puggala tasmim 
na honti）」－由「諸比丘，有在家人在眾中不應誦波提木

叉」之語為「在家人」；由「諸比丘，有比丘尼在眾中不應

誦波提木叉」等方式所説的為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

彌尼、捨學（捨戒還俗）者、犯最終罪事（犯根本罪）者、

在不見罪而被舉者、在不懺罪而被舉者、在惡見不捨而被舉

者、半擇迦［黃門］、賊住者、內外道者、畜生趣、弒母

者、弒父者、殺阿羅漢者、淫污比丘尼者、破僧者、出（佛

身）血者、兩（性）根者，這二十一種稱為應被遣出者。他

們應被遣出於伸手所及處之外。 
    此中，若有三種被舉者（在僧眾中，）而舉行布薩，僧

團犯心墮落（罪）；（若有）其他（十八種人在僧眾中，而

舉行布薩，僧團犯）惡作（罪）。 
    以及此中的「畜生趣」是被禁止受具足戒的。※（蒼蠅
等，則不足取。）※居家的外道也包括在內，也應被遣出。  
    如此，當知「已到適時」由這四種條件所構成。 
    「僧團當舉行布薩（savgho uposatham kareyya）」－
由此（而顯示）另外三種布薩：僧團布薩、眾布薩和個人布

薩。如此乃就所舉行者而説的三種布薩。在此排除了其它兩

種（布薩）而只闡明僧團布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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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誦波提木叉（patimokkham uddiseyya）」－由此
（而顯示）另外三種布薩：誦戒經、清淨布薩和決意布薩。

如此乃就所舉行的方式而説的三種布薩。在此排除了其它兩

種（布薩）而只闡明誦戒經（波提木叉）。 
    誦戒經即稱為誦波提木叉。它有誦教誡波提木叉和威令

波提木叉兩種。 
    此中，以： 
      「忍辱為最高自制，諸佛説涅槃最上； 
     害他實非出家者，惱他者不是沙門。 
 
     一切惡莫作，具足於諸善， 
     清淨其自心，此是諸佛教。 
 
     不誹謗與不害，守護波提木叉， 
     於飲食知節量；獨居邊遠住處， 
     及勤修增上心，此是諸佛之教。」 
等方法所説的三偈，稱為教誡波提木叉。此（教誡波提木

叉）僅由諸佛所誦出，而非由諸弟子。【10】 
    以「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説）」等方式所説的，稱為

威令波提木叉。此（威令波提木叉）僅由諸弟子所誦出，而

非由諸佛。只有此（威令波提木叉）為這裡「波提木叉」之

義的意趣。 
    在其它的兩種布薩中，清淨布薩由自己對他人和互相告

白而有兩種。此中，這自己對他人而行（的清淨布薩），以

對已行自恣者和對未自恣者而行（的清淨布薩）兩種。 
    此中，在四個月的大自恣，已入或未入後雨安居者或破
雨安居者對諸已行自恣者；又已入或未入前雨安居者或破雨

安居者對諸已行自恣者與身和合（一致）後，應以説：「尊

者們，我清淨，請你們憶持我『清淨』（parisuddho 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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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nte ‘parisuddho’ti mam dharetha）」三次，而行清淨布

薩。 
    除了自恣日之外的其它時間，舊住（比丘）剛誦完波提

木叉，（這些比丘）未出、有些已出或所有（比丘）已出

（布薩堂），有相等或較少數的（客比丘）眾來，他們（客

比丘）應對他們（舊比丘）如所説的方式告白清淨。 
    又此行互相告白（清淨），由所作而有保留和不留白

（batti）兩種。此中，若所住的寺院在布薩日有三位比丘來

集，應由一位比丘説：「尊者們，請聽我（説），今天十四

日布薩」或「十五日」後，説：「假如尊者們已到適時，我

們當以互相清淨而行布薩」而留白。長老比丘上衣偏袒一

肩、蹲踞（﹙ukkutikam nisiditva﹚提起腳跟而坐）、合掌，
應説：「賢友們，我清淨，請你們憶持我『清淨』

（parisuddho aham avuso ‘parisuddho’ti mam dharetha）」三
次。其他（比丘）則改説「尊者們」後，也應如此説（行清

淨布薩）。 
    如此為應留白。 
    假如該處有兩位比丘居住，則不保留白，也應以前面所

説的方式告清淨。 
    假如（該處）只有一位比丘，在做完所有事前工作，自
己知道沒有其他（比丘將）到來後，説：「今天十四日，我

布薩（ajja me uposatho catuddaso）」或「十五日
（pannaraso）」後，應説：「我決意（adhitthami）」此為
「決意布薩」。  
    當知如此由所舉行的方式而有三種布薩。已經解釋九種

布薩了。 
    當知已經解説了「由日為十五日；由所舉行者為僧團布

薩；由所舉行的方式為誦戒經」，具足如此三種特相的布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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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於布薩日當天未舉行（參加）布薩，而前往其它

無比丘的或不同共住的住處或非住處，除了為了僧團的繁榮

［居住］（以及）除了障難外，（犯）惡作。 
    「什麼是僧團的事前義務呢？（kim savghassa 
pubbakiccam）」「僧團當舉行布薩（savgho uposatham 
kareyya）」【11】如此乃與布薩的行事相結合而説，即在舉

行僧團布薩所應做的，即在：「諸比丘，我聽許掃布薩堂」

等，從巴利聖典而來的方式。而且在諸註釋書（説）： 
          “Sammajjani, padipo ca udakam asanena ca,  
      uposathassa  etani ‘pubbakaranan’ti vuccati. 
    「掃帚以及燈，水以及座位， 
        這些被稱為：布薩『前工作』。」       
 
“Chandaparisuddhi, utukkhanam bhikkhuganana ca ovado, 
     uposathassa etani ‘pubbakiccan’ti vuccati. 
     「意欲、清淨、季節宣告，比丘人數以及教誡， 
        這些被稱為：布薩『前義務』。」 
    如此由這兩種而顯示了九種（布薩的）先前義務。即

問：「已經做了該（義務）了嗎？」未做該（先前義務）不

得舉行布薩。因此，長老應當命令為病的比丘掃布薩堂；應

當令準備飲用（和）使用水；應當令敷設座位；應當點燈。

（假如）未做，則犯惡作。長老知道適當的（比丘）後，應

當命令（掃布薩堂等）。 
    「意欲、清淨（chandaparisuddhi）」－這裡，當為了舉

行布薩而來集時，已經在外面的僧團參加了布薩（的比

丘），來到集合之處後，應當身和合而給與意欲。或者，凡

生病者或忙於工作者，當他在給與清淨時，也應當給與意

欲。應如何給與呢？應對一位比丘前以：「我給與意欲，帶

我的意欲去，請告白我的意欲！（chandam dammi, chandam 
me hara, chandamme arocehi）」應當以身、以語詞或以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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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令知該義。如此即成了已給與意欲。 
    未參加布薩的生病（比丘）或忙於工作者應當給與清

淨。應如何給與呢？應對一位比丘前以：「我給與清淨，帶

我的清淨去，請告白我的清淨！（parisuddhimdammi, 
parisuddhim me hara, parisuddhim me arocehi）」應當以身、
以語詞或以兩者而使令知該義。如此即成了已給與清淨。 
    在給與該（清淨）時，也應當給與意欲。此乃世尊所
説：「諸比丘，我聽許在布薩日當天，有僧團的事務者，在

給與清淨時，也可以給與意欲。」 
    此中，給與清淨，是指致力於自己或僧團的布薩事務，

而非其它的僧團工作。而給與意欲，則指致力於僧團的布薩

事務以及其它工作；但自己則尚未行布薩，所以在給與清淨

時，也應當給與意欲。 
    無論前面所説的純意欲或者這裡的意欲與清淨，即使是

很多位（比丘的意欲與清淨），也可以由一位（比丘）帶去

（僧團）。假如他在途中遇見了其他比丘，將所帶的意欲或

清淨，以及自己的意欲與清淨交給他只由他帶去（僧團）；

其它的即稱為貓鍊的意欲與清淨，牠是不會帶去得。因此，

應當只由自己前往（僧團的）集會處而轉告；假如故意地不

告意欲者，犯惡作。（傳達、給與）意欲與清淨應當前往到

達（僧團的）伸手所及處（之內進行）。【12】 
    「季節宣告（utukkhanam）」－「在寒季等三個季節
中，已經過若干次，還剩餘若干次」，如此宣告季節。 
    「比丘人數（bhikkhuganana）」－計算比丘們：「有若

干位比丘在布薩堂來集。」在這（宣告季節和，告比丘人

數）兩者完成後，即可舉行布薩。 
    「教誡（ovado）」－即教誡比丘尼。（假如）沒是比
丘尼來乞請教誡，在未告白也可以舉行布薩。 
    諸比丘（想）：「明天（將）布薩」（即在半月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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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而來（比丘僧團）問：「這次布薩是在十四日或十五

日？」接著，在布薩日（她們）來（請）：「尊者，比丘尼

僧團頂禮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者，比丘尼僧實願

能得（比丘僧）前往教誡！」她們如此乞請教誡。除了愚癡

者、生病者和當出行者外，其餘（的比丘）不得不接受，即

使住阿蘭若者也不例外。 
    因此，那位接受的比丘在布薩堂應對誦波提木叉的比丘
如此説：「尊者，比丘尼僧團頂禮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

誡。尊者，比丘尼僧實願能得（比丘僧）前往教誡！13」誦

波提木叉者應當（問）説：「有哪位比丘已被差遣為教誡比

丘尼者嗎？」假如有某位比丘是被差遣教誡比丘尼者，接著

（誦波提木叉者）他應當説：「某某比丘為被差遣教誡比丘

尼者，願他前往比丘尼僧團！」假如沒有（被差遣教誡比丘

尼者），接著（誦波提木叉者）他應當説：「有哪位尊者能

夠［敢去］教誡比丘尼嗎？」假如有某位（比丘）能夠［敢

去］而且具足了（教誡比丘尼的）八種條件，就在該處差遣

他後，應對接受教誡者説：「某某比丘為被差遣教誡比丘尼

者，願他前往比丘尼僧團！」假如沒有某位（比丘）是能夠

［敢去］（教誡比丘尼者），誦波提木叉者應當説：「沒有

比丘被差遣為教誡比丘尼者，願比丘尼僧團淨信地努力！」

到此已説了三學所攝的整個教（法）。 
    那位（接受的）比丘以「善哉」領受後應在半月的初日

告知諸比丘尼。而比丘尼僧團也應當派遣那位比丘尼

（説）：「尊姊，請去問是否有尊者能夠前來教誡比丘

尼！」她以「善哉」領受後前往那位比丘處，應如此説：

「（尊者，請問）是否有尊者能夠前往教誡比丘尼！」那位

（接受的比丘）應當説：「沒有比丘被差遣為教誡比丘尼

                                                 
13 Vin.ii,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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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願比丘尼僧團淨信地努力！」那位（比丘尼）應以「善

哉，尊者。」而領受。此就一位（比丘尼）而説，（若）兩

位或三位（也是相同），而應當只由一位比丘尼説與領受，

其他（比丘尼）是她的同伴。假如比丘、比丘尼或兩方

【13】未滿僧數，而只是眾（即二或三位）或個人，此是這

裡的語詞用法： 
    「尊者，諸比丘尼頂禮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

者，諸比丘尼實願能得（比丘僧）前往教誡！」 
    「尊者，我頂禮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者，我

實願能得（比丘僧）前往教誡！」 
    「尊者們，比丘尼僧團頂禮諸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

誡。尊者們，比丘尼僧實願能得（諸比丘）前往教誡！」 
    「尊者們，諸比丘尼頂禮諸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

尊者們，諸比丘尼實願能得（諸比丘）前往教誡！」 
    「尊者們，我頂禮諸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者

們，我實願能得（諸比丘）前往教誡！」 
    「尊者，比丘尼僧團頂禮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

者，比丘尼僧實願能得（您）前往教誡！」 
    「尊者，諸比丘尼頂禮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

者，諸比丘尼實願能得（您）前往教誡！」 
    那位（接受的）比丘在布薩時應如此説：「尊者，諸比

丘尼頂禮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者，諸比丘尼實願

能得（比丘僧）前往教誡！」 
    「尊者，比丘尼頂禮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

者，比丘尼實願能得（比丘僧）前往教誡！」 
     「尊者們，比丘尼僧團……」「尊者們，諸比丘

尼……」「尊者們，比丘尼……」「……頂禮諸尊者足，」

「……頂禮」「……頂禮」「並乞請前往教誡。」「……乞
請」「……乞請」。「尊者，比丘尼僧實願能得」「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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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比丘尼實願能得……」「尊者們，比丘尼實願能得（諸比

丘）前往教誡！」    
    在布薩堂誦波提木叉者、留白者或其他比丘，假如有差

遣（教誡比丘尼的）比丘，只以前面的方法應説： 
    「他（前往）比丘尼僧團」「他（前往）諸比丘尼」

「他（前往）比丘尼」「願前往」「願前往」「願前往」。 
    假如沒有（教誡比丘尼者），（誦波提木叉者）應當
説：「願比丘尼僧團淨信地努力！」「諸比丘尼……」「比
丘尼……」「努力」「努力」「努力」。 
    接受教誡（的比丘）在半月的初日在帶回後，也應當如
此説。 
    在此只是簡略的抉擇。如此，在告知比丘尼已乞請教誡

後，應當舉行布薩。 
    後此而説：【14】 
        “Chandaparisuddhi, utukkhanam 

       bhikkhuganana ca ovado, 
       uposathassa etani      

        ‘pubbakiccan’ti vuccati. 
     「意欲、清淨、季節宣告，比丘人數以及教誡， 
        這些被稱為：布薩『前義務』。」 
    「請尊者們告白清淨（parisuddhim ayasmanto 
arocetha）」－即是請告白自己清淨的狀態。 
    「我將要誦波提木叉了（patimokkham uddisissami）」
－這是告白清淨的原因之語。從「諸比丘，有罪者不應聽波

提木叉。假如聽者，（犯）惡作罪」之語，未清淨者不得聽

波提木叉；因此而説：「請尊者們告白清淨，我將要誦波提

木叉了。」 
    有人（主張）在（前面）那裡所説的「僧團當舉行布

薩，誦波提木叉。」在這裡應説：「他將要誦波提木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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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否則即有前後不一致。 
    在被説之時只是語詞而已，只從特相上一致，而非相結

合。由僧團的和合、眾［群體］的和合和個人的誦［説示］

而成為「僧團已誦波提木叉」。此是這裡的特相。因此，這

裡應當説：「我將要誦波提木叉了。」 
    「一切在場者，我們完全地傾聽、作意這（波提木叉）

（tam sabbe’va santa sadhukam sunoma manasikaroma）」
－「這（tam）」是指波提木叉。 
    「一切在場者（sabbe’va santa）」－即是凡處在那眾中
的上座、下座［新（五個雨安居以下的比丘）］和中座。 
    「我們完全地傾聽（sadhukam sunoma）」－在專心、
作意下，我們以耳門收攝［注意］一切心（念）。  
    「作意（manasikaroma）」－在專一心思下，我們把心
安住。 
    在此，有人（主張）在（前面）那裡所説的「僧團當舉

行布薩，誦波提木叉。」就像被看見一樣，可以説：「請你

們傾聽、作意！」但這和「僧團當舉行布薩」並不一致。 
    和合的僧團舉行這布薩，實由誦波提木叉者和僧團所繫

屬者，或者有僧團所繫屬性，而説與「我們傾聽、作意」相

結合。 
    現在，對所説的：「請尊者們告白清淨」，由於能顯示

那裡告白清淨一致，所以説：「凡是有罪者，他應當發露

（yassa siya apatti so avikareyya）」。  
    此中，「凡是有（yassa siya）」－即是假如以六種方式

中的任一種方式而犯了罪。在犯罪時有以無恥、無智、疑悔

性、在不允許的存允許的想、在允許的存不允許的想和念忘

失，這六種方式而違犯。 
    什麼是由無恥而違犯？明知不允許的情況，只是搗碎了

而作違犯。以及那所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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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地犯罪，隱匿所（犯）罪， 
        前往非行處，稱此無恥人。」 
    什麼是由無智而違犯？無智之人實是愚鈍、極愚癡，不

知應不應做，他做不應做，遺漏所應做，如此為由無智而違

犯。      
    什麼是由疑悔性而違犯？【15】依允許和不允許的生起

疑惑，問了持律者（，持律者説）：「假如是允許的，可以

做；假如不允許的，則不應做，這是適宜的。」他只是搗碎

了而違犯，如此為由疑悔性而違犯。 
    什麼是由在不允許的存允許的想而違犯？他吃熊肉，以

為是猪肉；在非時，他以適時而進食，如此為由在不允許的

存允許的想而違犯。   
    什麼是由在允許的存不允許的想而違犯？他吃猪肉，以

為是熊肉；在適時，他以非時而進食，如此為由在允許的存

不允許的想而違犯。 
    什麼是由念忘失而違犯？（應）同宿之衣，而離（衣）

宿等方式而違犯。 
    如此，以這六種方式中的任一種方式而犯了（罪）。 
    所以「凡是有」是指上座、中座或下座的七罪聚中的任
一種罪聚之意。 
    「他應當發露（so avikareyya）」－即是請他懺悔、闡
明該罪而説。 
    「（假如）沒有罪（asantiya apattiya）」－即是凡如此
無罪或者當犯了罪已經再出罪、懺悔或告白該罪，如此對他

即稱為沒有罪。如此沒有罪即應當（保持）沉默。 
    「以（保持）沉默，我將知道尊者們是「清淨」
（tunhibhavena kho pan’ayasmante ‘parisuddha’ti 
vedissami）」－實由於以（保持）沉默為原因，我將知道尊
者們是「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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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單一的問題有（一個）回答（yatha kho pana 
paccekaputthassa veyyakaranam hoti）」－就如應當回答一
個問題一樣；即是就如以單一個別的問題來問我，在知道後

我應當回答一樣而説。 
    「同樣地，在如此眾中有三次的告知（evamevam 
evarupaya parisaya yavatatiyam anusavitam hoti）」－在
此，有些阿闍梨如此説：「如此在這比丘眾中，凡是有罪

者，他應當發露；（假如）沒有罪 ，應當（保持）沉默。
以（保持）沉默，我將知道尊者們是『清淨的』。」而告知

三次。如此一一［個別］地「以此來問我」而了知之意。 
    然而，（他們所主張的）是不適當的。為什麼？由於從

義和文都破了的緣故。就如在：「第二次，我也説此義」

等；所謂的「告知」是從義和從文都未破的；而「凡是有」

三字，無論從義或從文都是已經破了。因此，在此告知

（問）三次是不適當的。假如在這裡就有告知（問）三次，

則有在誦戒序尚未結束即有罪，當在沒有罪過之田［地］而

可能犯罪，這是不適當的。 
    有些人説：把「（anusavitam）告知」的字改成
「（anusavetabbam）應當告知」接著「（yavatatiyam ）有
三次」在上面誦結束，他們説：「『在此是否清淨？』第三

次我再問」如此相結合。 
    這也是不適當的。為什麼？由於沒有與義結合。這個字

有人誦為「（anusavitam）告知」，也有人誦成
「（anusavetam）或（anussavitam）告知」，這兩者都闡明

過去式，而非未來式。假如這是有意義的，則應説：「將告

知」【16】如此，則由於無意義而不適當。 
    假如當這（句）與在誦結束之詞相結合，則有：「我將

不露」，在心生起之時戒序也結束了，如此所説的也沒有妄

語。為什麼？從「到三次的告知時（yavatati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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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saviyamane）」之語的「到三次」此語即成沒有意義了。  
為什麼？在誦戒序由於「沒有到三次的告知」，所以如此未

相結合是不適當的。 
    「有三次的告知（yavatatiyam anusavitam hoti）」－這
只是特相之詞，由此而顯示該義。這波提木叉是被告知至三

次；在那至被告知三次時，假如記得有罪而不露者，以至三

次的告知而成故意妄語。 
    當依在告知至三次而成為已告知，這能顯示所説的：

「在此我問尊者們」等。這（問詞）在他勝等出現，而非在

戒序結束時，（在戒序結束時）什麼都沒有。 
    或者在誦「發露了實是這位（比丘）的安樂」時，接著

應當以：「尊者們，已經誦（出戒）序了。在此我問尊者

們」等方式而説。 
    如此即成為善誦的戒序，其它則是惡［劣］誦的戒序。

此義乃關於在〈布薩犍度〉所説的：「『有三次的告知』乃

即使一次也成為告知，第二次也成為告知，第三次也成為告

知。14」 
    此乃諸阿闍梨展轉相傳的抉擇。 
    「任何比丘……略……則有知而妄語（罪）（yo pana 
bhikkhu...pe... sampajanamusavad’assa hoti ）」－由於知而妄
語，所以他有惡作罪。假如沒有虛誑語的特相，為什麼會有

知而妄語的惡作呢？當知這乃是世尊所説的：在未作語門所

等起的罪。以及所説的： 
   「沒有任何談説人，並未對他而説話； 
   能犯關語非關身，所問我此善思惟。」 
    「障礙（antarayiko）」－由於為了（所犯之罪）事而

追悔，則阻礙了喜悦等之生起，造成了證得初禪等之障礙。 

                                                 
14 Vin.i,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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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tasma）」－由於這不發露，而成為稱為障礙

的故意妄語。 
    「因此記得（tasma saramanena）」－即知道自己有
罪。 
    「想要清淨（visuddhapekkhena）」－想要出罪、想要
清淨。 
    「有罪（santi apatti）」－犯了而未出的罪。 
    「應該發露（avikatabba）」－應當在僧團、眾［群
體］或對個人表白，乃至應對鄰座比丘説：「賢友，我犯了

某某罪，在從這【17】起來後，我將懺悔該罪。」假如有懷

疑者，應當説：「賢友，我懷疑某某罪，當沒有懷疑時，我

將懺悔該罪。」  
    「發露了實是這位（比丘）的安樂（avikata hi’ssa 
phasu hoti）」－此中，「發露了」是已經發露、表明之

意。如在「由無恥」等，這也是在做之義的主格。 
    「實（hi）」－只是不變詞。 
    「這位（比丘）的（assa）」－即對這位比丘。 
    「安樂（phasu hoti）」－即證初禪等之安樂。乃沒有

追悔等根源，以喜悦等而成就快樂地行道之意。 
        ※如此在《疑惑度脱》－波提木叉的註釋，戒序的

     註釋已結束。 
 
 
    “Tatr’ime cattaro parajika dhamma uddesam 
agacchanti. 
    1. Yo pana bhikkhu, bhikkhunam 
sikkhasajivasamapanno sikkham apaccakkhaya dubbalyam 
anavikatva, methunam dhammam patiseveyya, antamaso 
tiracchanagataya’pi, parajiko hoti asamv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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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誦出這四帕啦幾咖法來。 
    1.凡是比丘得到諸比丘的（增上戒）學，與（學處）共

同生活，（既）未捨棄（戒）學，（也）沒有表明羸弱，假

如從事淫欲法，乃至與雌性畜牲，也（犯）帕啦幾咖，不共

住。） 
 
    現在，緊接著戒序的是「此中，這四（Tatr’ime 
cattaro）」等的他勝篇。這裡，「此中（tatra）」－即是在
那「我將要誦波提木叉了」中所説的波提木叉。 
    「這些（ime）」－即是現在應當説的所對之事。 
    「四（cattaro）」－即數目的區分。 
    「他勝（parajika）」－即如此之名。 
    「（諸）法（dhamma）」－即諸罪。 
    「誦出來（uddesam agacchanti）」－應當以同形而誦
出來，並不像在戒序的「凡是有罪（yassa siya apatti）」只
是共通之語而已。 
    「凡是（yo pana）」－即是長短等、性別等之任何人。 
    「當（pana）」－是不定詞［質詞］。 
    「比丘（bhikkhu）」－善來比丘得具足戒、歸依得具

足戒、領受教誡得具足戒、問答得具足戒、領受（八）敬法

得具足戒、（遣）使得具足戒、八語得具足戒、白四羯磨得

具足戒。在這八種得具足戒中，以不動搖應理［原因適當］

的白四具足戒羯磨為（這裡的）已得具足戒。而該羯磨當知

以對象［事］、白、隨羯磨語［隨告］、界和眾的成就為不

動搖。 
    「對象（vatthu）」－即是希望受具足戒的人（受戒
者）。當知那個（想受具足戒的人）即是指除去未滿二十歲

的人、先前曾犯極重（根本罪）事者，以及十一種不能（受

具足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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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未滿二十歲，是指從取結生算起尚未滿二十歲的
人。 
    先前曾犯極重（根本罪）事者，是指先前曾經違犯四他
勝（法）其中之一者。 
    半擇咖（黃門﹙pandaka﹚）15即在談論應被遣出之人時

所説的。除了射（不淨）半擇咖和嫉妬半擇咖外，攻擊半擇

咖、非男［無性］半擇咖和半月處於半擇咖的半月半擇咖

（的後三種）即是這裡的意趣。 
    「賊住者（theyyasamvasaka）」有－外形之賊、共住之
賊與（外形和共住）兩者之賊三種。當中，凡自己出家後，

沒有計算比丘的雨安居數、沒有依長幼接受比丘或沙【18】
彌頂禮、沒有擋住座位，也沒有在布薩時出席，這種以非清

淨的心性而只是外形的盜賊者，稱為外形之賊。凡由諸比丘

（授與的）出家沙彌，在未脱去袈裟而竟敢從事淫欲法，之

後再穿上（袈裟）而自稱沙彌。這種由於未遍捨諸比丘所給

與的（袈裟）外形，所以不是外形之賊；只是接受順著外形

而共住，所以也不是共住之賊，而他只是犯極重（根本罪）

                                                 
15 Pandako (mahava. attha. 109) panettha pa¤cavidho hoti asittapandako, 

usuyapandako opakkamikapandako, napumsakapandako, pakkhapandakoti. 
Tesu asittapandakassa ca usuyapandakassa ca pabbajja na varita, itaresam 
tinnam varita. Tesupi pakkhapandakassa yasmim pakkhe pandako hoti, 
tasmimyevassa pakkhe pabbajja varitati. Tayo cettha 
pabbajjupasampadanam abhabbataya avatthu. Tenaha 
“asittapandaka¤ca''ti-adi. Tattha yassa paresam avgajatam mukhena 
gahetva asucina asittassa parilaho vupasammati, ayam asittapandako. 
Yassa paresam ajjhacaram passato usuyaya uppannaya parilaho 
vupasammati, ayam usuyapandako. Yassa upakkamena bijani apanitani, 
ayam opakkamikapandako (vi. savga. attha. 135; vi. vi. ti. mahavagga 
2.109). Yo pana patisandhiyamyeva abhavako uppanno, ayam 
napumsakapandako. Ekacco pana akusalavipakanubhavena kalapakkhe 
pandako hoti, junhapakkhe panassa parilaho vupasammati, ayam 
pakkhapandakoti veditabbo. （KkvtT2.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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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的方式。凡有沙彌前往外國後，計算比丘的雨安居數、

依長幼接受（比丘或沙彌）頂禮、擋住座位，並在布薩時出

席，這種只是共住的盜賊性者，稱為共住之賊。當知計算比

丘的雨安居數等一切所作的分類，即是這裡的共住之意。在

捨棄（戒）學後，（而想）：「沒有人知道我。」而再如此

做者也是同樣的方式。凡是自己出家後，前往寺院，依長幼

接受（比丘或沙彌）頂禮、擋住座位、計算比丘的雨安居

數，並在布薩時出席，這種以外形和共住的盜賊性者，稱為

（外形和共住）兩者之賊。違犯了極重（根本罪）事者，以

如丟棄重擔般地脱去袈裟，之後披著（袈裟）再如此做者也

是同樣的方式。這三種賊住為這裡的意趣。除了這三種外： 
     凡由於王、飢荒、曠野、病或者怨敵的怖畏， 
     為了拿衣或取（袈裟的）外形而（來）此； 
     他以清淨之意［心］而未共住， 
     到此這人還不稱為賊住者。 
    凡已受具足戒者想要成為外道的狀態，自己取了枯沙

（﹙kusa﹚茅草）衣等外道的外形；或者在他們面前而出
家；或者裸體而到活命外道前受持他們的禁戒，這種稱為入

外道者。 
    除了人類之外，其餘的一切（動物）稱為畜生趣。 
    自己是人身，故意地奪取其人類生母的生命，這稱為弒

母者。 
    弒父者也是同樣的方式。 
    凡是故意地奪取漏盡者的生命，乃至處在在家外形的人

類，這稱為殺阿羅漢者。 
    凡是淫污清淨比丘尼的三道之一道者，這稱為淫污比丘
尼者。 
    就如提婆達多（Devadatta）的邪法、邪律教説一般；凡

是四種羯磨的一種而分裂僧團者，這稱為分裂僧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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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提婆達多一樣，以邪惡心、殺害心而使活著的如來

身體出血，即使只是小蒼蠅的飲量，這稱為出（佛身）血

者。【19】 
    凡是有生起女性相之業和生起男性相之業，在這兩者兩

種都有，這稱為兩性根者。 
    如此這十三種人乃非受具足戒的對象。 
    除了這些之外，若有其他想要受具足戒者，由對象的成

就而成為不動搖的具足戒羯磨。 
    什麼是以白成就而成為不動搖呢？ 
    有未觸及［取］對象、僧團、人、白以及留白在後面，

這五種白的過失。 
    此中，未稱呼：「這某某」想要受具足戒者（的名
字），這稱為未觸及［取］對象。 
    （本來應當稱唱：）「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説）」，

（但）在此只説了：「尊者們，請聽我（説）」，而未取

「僧團」，這稱為未觸及［取］僧團。 
    只以「向某某期望受具足戒」，而未稱呼戒師，這稱為
未觸及［取］人。 
    完全都沒有宣告白［一切都沒有宣告所有的白］，這稱

為未觸及［取］白。 
    首先宣唱完了羯磨語後，（再宣唱：）「此是白」，接

著再宣唱：「僧團容忍（同意）」，如此宣唱白，稱為留白

在後。 
    如此，脱離了這些過失，由白成就，而成以白的成就而

為不動搖。 
    以隨羯磨語［隨告］成就而成為不動搖也有未觸及

［取］對象、僧團、人，捨棄羯磨語以及在非時（宣唱）羯

磨語，這五種隨羯磨語的過失。 
    此中，未觸及［取］對象等只是與（上面）所説的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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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只是在隨羯磨語［隨告］時未取（對象、僧團和人）這

三種為未觸及［取］。 
    完全沒有宣告羯磨語而只宣告四次白；或者在（宣告）
羯磨語的中間未宣稱或惡劣地宣稱字或句，（這）稱為捨棄

羯磨語。 
    在首先（宣告）白，在（白與羯磨語的中間），在羯竒

語未留空間，（這）稱為非時（宣唱）羯磨語。 
    如此，脱離了這些過失，由羯磨語成就，而成以羯磨語

的成就而成不動搖。 
    在超越前面所説的失壞界之特相來作界，而成以界的成

就為不動搖。 
    多少位比丘（來參加）達到（有效的）羯磨，而他們沒

有來（即是未達到法定人數）；應帶來意欲者的意欲沒有被

帶來；現前（當面）呵責（反對、不服羯磨），這三種眾的

過失。 
    脱離了這些過失來當眾，以眾的成就而成不動搖。 
    適合於原因性［應理］，適合於大師之教，稱為應理

［原因適當］。 
    如此，凡以如此不動搖、應理［原因適當］的白四具足

戒羯磨而成已得具足戒者，此即是這裡的「比丘」之意。

（這些解釋）是從制罪和餘處輯錄而來的。 
    「得到諸比丘的（增上戒）學，與（學處）共同生活

（bhikkhunam sikkhasajivasamapanno）」－凡諸比丘的稱

為增上戒之學，以及在該處一起生活，而成為同一生活

【20】、共同［同分］生活。得到了世尊所制定的稱為學處

之共同生活和在此學習的狀態，為得到諸比丘的（增上戒）

學，與（學處）共同生活。即是從（戒）學圓滿和不違犯共

同生活（學處），從這兩者奉行之意。 
    「（既）未捨棄（戒）學，（也）沒有表明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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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kham apaccakkhaya dubbalyam anavikatva）」－即不

放棄所得的（戒）學，以及不表明對那所得的共同生活（學

處）之怯弱狀態。 
    此中，在知道了由缺少心、田、時式（文法的時態）、

方式以及知解而捨棄（戒）學，當知為未捨棄（戒）學。是

指什麼呢？ 
    想從已受具足戒的狀態而改變［死沒、離去］的心而捨

棄（戒）學，並非由戲笑或吼叫而說的，如此由心而捨棄

（戒）學的，而非沒有該（心）。 
    就如：「我捨棄佛、我捨棄法、我捨棄僧，我捨棄學、
律［毘奈耶］、波提木叉、誦（戒）、戒師、阿闍梨、弟子

（自己的戒子）、依止弟子、等同戒師者、等同阿闍梨者、

同梵行者」16，如此（《律藏》）所説的佛等十四種；以

「請憶持我為『在家人』」、「請憶持我為『烏帕薩咖［優

婆塞］』、『僧寺居士』、『沙彌』、『外道』、『外道弟

子』、『非沙門』、『非釋迦子』」17， 如此（《律藏》）

所説的在家人等八種。凡想要説而取這二十二種田［因、生

處］字，或某同義詞，而説出者而成捨棄（戒）學，而非取

樹等任何一種之名而捨。如此由田而捨棄（戒）學的，而非

沒有該（田）。 
    這裡，當在：「我捨棄」和「請憶持我」所説的為現在

時之語（現在時式）；以及在以：「夠了，我（不需要）

佛」、「我何需佛」、「佛陀對我無益」、「我完全脱離佛

陀」等方式，所說的則觸未及時式，以前面（所說的）十四

字相結合而説：「夠了，我（不需）」等四句和其它們有同

義之語而成捨棄。 
    並非以：「我已捨棄」、「我將捨棄」、你已經憶持」
                                                 
16 Vin.iii,pp.26-7. 
17 Vin.iii,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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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你將憶持」等過去、未來（的時態）或假定的語詞而

説。 
    如此以正在說的時式和未觸及時式而成捨棄（戒）學

的，而非沒有該（時式）。 
    方式有身和語的（兩種）方式。 
    此中，以「我捨棄佛」等方式，乃是由身體的發出語表
而説出，只是以語的方式而成捨棄；而不是用寫字或用手勢

顯示身體的方式來做。如此只由語詞方式而成捨棄（戒學）

的，而非沒有該（語詞）。 
    人有捨者和所對捨者兩種。 
    此中，捨者（這位比丘必須是）沒有瘋狂、心亂、痛惱

其中之一者；【21】所對捨者假如他是人類，必須是沒有瘋

狂等其中之一，以及現前（現場在其面前）才成捨棄（戒）

學；（若）以遣使或文字［葉］而不現前的告知，則是無效

的。如此依所説的人而成捨棄（戒學），而非沒有該

（人）。 
    知解有以已決定和未決定兩種。 
    此中，凡是在決定之後説：「或者我説這些」，若他依

普通世間人的語言，（對方）聽到後在（心路過程的）轉向

時即瞭解，如此只是語的無間。他知道：「對這（出家狀

態）不滿」，或「希求居家的狀態」，以某種方式而捨棄

（戒）學的情況，才成為已捨棄（戒）學。 
    又，當在後來［後分］想：「他所說的是什麼意思？」

之後才了解，或者由其他（方式、人）才了解，則未成為捨

棄（戒）學。 
    在未決定而告知，假如以所説的方式，而那個人（類）

瞭解語義，則成為已捨棄（戒）學。如此知解而成為捨棄

（戒學），而非沒有該（知解）。 
    凡是乃至以嬉戲而捨，那並未成為捨棄（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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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這些以心等所説的方式，或者完全沒有捨棄（戒）

學，（或者）捨（戒）者在捨棄（戒）學對（捨戒該）義的

情況，有些是沒有表明贏弱的。 
    「假如從事淫欲法（methunam dhammam 
patiseveyya）」－此中，「淫欲法」－為以貪欲之纏縳同等
的兩方之法。「假如從事」－即假如從事、假如違犯。 
    「乃至（antamaso）」－是一切最極限的區分。 
    「與雌性畜生（tiracchanagataya’pi）」－乃即使和以
結生的雌性畜生趣。此在這裡是隨制。 
    「帕啦幾咖（parajiko hoti）」－即遭遇他勝、失敗。 
    「不共住（asamvaso）」－即與清淨比丘在此一起住；
即是同一羯磨等三種共住。他沒有（與僧團）在一起為不共

住；在諸僧團羯磨，他並不是（僧）眾的滿足（人數）者。 
    到此是文句的解釋。 
    此是這的抉擇：由人、非人和畜生趣而有三種雌性。她
們由大便道［途徑、管道］、小便道和口道各三種（道）而

成九道。諸兩性根者也是同樣的（有三道）。 
    諸雄性由大便道和口道（人、非人和畜生趣）各有二種

（道）而成六（道）。半擇迦（黃門）也是同樣的（有二

道）。如此則有三十道。 
    自己或他們的任何一道，有隔［包覆］或無隔，或對未
被食噉或大部份未被食噉的死屍，而其非被自然風接觸的濕

處，凡是比丘，以從事（性交）的心，無論自己的生殖器有

隔或無隔而插入，乃至一芝蔴子的量，或者被他人插入，在

已插入、停住或拔出中，若有受樂，此即犯了他勝罪。 
    到此乃是不共通的抉擇［判決］。 
    以下是對一切學處所共通的抉擇之本母：【22】 
        「因緣、人、（罪）事和制定的方法， 
   命令、（有）罪、無罪、失壞與構成要素， 



Kavkhavitarani 

                                                 36 

   等起的方法、由做、想、心的種種性， 
        罪、業的區分，兩組三法的方式也是如此。 
        了知了這十七種共通的特相而確立， 
   智者於一切處如其所適地結合。」 
    此中，「因緣（nidanam）」－即是以毘舍離、王舍

城、舍衛城、阿拉威、憍賞彌、釋迦和跋卡七種制定的處所

［地方］。這實是一切學處的因緣。 
    「人（puggalo）」－即是凡由他開始而制定學處的人。 
    「故事（vatthu）」－即是對那人所違犯的而説。 
    「制定的方法（pabbatti vidhim）」－有制定、隨制、在
未發生即制定、一切處制定、地方制定、共通制定、非共通

制定、一方制定以及兩方制定九種制定。 
    此中，在未發生即制定即是在尚未生起過失就制定（學
處）。這只有諸比丘尼接受八尊敬法而來，在他處是沒有

的。 
    由五眾持律者受具足戒、多重鞋、經常沐浴、皮革敷

具，這四種稱為地方制定（隨方毘尼）；在（印度）中部地

域［中國］則是有罪的。在這些當中，只有禁止經常沐浴是

從波提木叉中來的。從此沒有其它的（學處）是（屬於）地

方制定的。（其它）所有的（學處）只是一切處制定而已。 
    共通制定（和不共制定）二法與一方制定（和兩方制

定）二法，從義理上只是一（種）。因此，除了在未發生即

制定（因為未生即制只為比丘尼制定八敬法而來）、一切處

制定（和地方制定）二法與一方制定（和兩方制定）二法，

當知由其餘的（制定、隨制、共通制定、非共通制定）四種

制定為一切處（以下各學處）的抉擇。（1.制定－即最初的
制戒；2.隨制－即在初制之後所制定的戒；3.未生即制－未
生起過失就制定的戒；4.一切處制定－即無論印度中國或邊

地都犯戒的制罪；5.地方制定－即特別在中印度以外開緣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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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制戒；6.共制－比丘和比丘尼所共通的制戒；7.不共制
－只是為比丘或者只是為比丘尼所制定的學處；8.一方制－
只是為比丘或者只是為比丘尼所制定的學處；9.兩方制－比
丘和比丘尼兩方所共通的制戒。18） 
    「命令、（有）罪、無罪、失壞

（anattapattinapattivipattim）」－此中，「命令」－是指下命

令而説。 
    「罪」－是指以前方便［前加行、達到犯罪前的努力］

等而區分罪的（輕重）。 
    「無罪」－是指由不知等而無罪。 
    「失壞」－是指戒、正行、見和活命失壞的其中一種

（失壞）。 
    「構成要素（﹙avgam﹚支、分）－當知是指在一切學

處諸罪的構成要素。 
    「等起的方式（samutthanavidhim）」－是指在一切罪由

身、語、身語、身心、語心、和身語心（等起），這（六種

等起）中由一支的、二支的、三支的和六等起，稱為學處等

起。當中的前三種是無心的，而後（三種）則是有心的。 
    罪有由一、二、三、四或六種等起，而沒有由五種等

起。 
    此中由一種等起是指由第四、第五和第六等起而等起，

而非由其它。 
    由二種等起【23】是指由第一、第四；第二、第五；第
三、第六；第四、第六，以及由第五、第六等起而等起，而

非由其它。 
    由三種等起是指由初三以及後三等起而等起，而非由其
它。 

                                                 
18 KkvtT2.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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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四種等起是指由第一、第三、第四、第六，以及由第

二、第三、第五、第六等起而等起，而非由其它。 
    由六種等起是指由六種（同時）都等起。如此： 
   一等起有三種，二等起有五種； 
        三、四等起（各）有兩種，六等起有一種。 
    由等起一切則有十三罪。 
    初制的學處從等起可得十三種名稱： 
    第一他勝等起、不與取等起、媒嫁等起、勸諫等起、咖

提那等起、羊毛等起、句法等起、行道等起、賊商等起、説

法等起、告實等起、賊女受具足戒等起、不聽許等起。 
    此中，（在諸學處）凡由身心等起的，即稱為第一他勝
19等起。 
    凡由有心的三等起而等起的，即稱為不與取20等起。 
    凡由六種都等起的，即稱為媒嫁［作媒］21等起。 
    凡只由第六等起的，即稱為勸諫22等起。 
                                                 
19 （pathamaparajikasamutthana）即淫欲法［性交］學處
（methunadhammasikkhapadam）：1.凡是比丘得到諸比丘的（增上

戒）學，與（學處）共同生活，（既）未捨棄（戒）學，（也）沒有

表明羸弱，假如從事淫欲法，乃至與雌性畜牲，也（犯）帕啦幾咖，

不共住。 
20 （adinnadanasamutthana）即第二他勝學處
（adinnadanasikkhapadam）：2.凡是比丘在村或阿蘭若，假如以盜心

不與而取，就如在不與取（時），諸王抓了盜賊後，可能打殺、綁縛

或逐出，（呵責說）：「你是小偷、你是愚者、你是癡者、你是盜

賊。」同樣地，當比丘不與而取，這也（犯）帕啦幾咖，不共住。 
21 （sa¤carittasamutthana）即第五僧初餘學處
（sa¤carittasikkhapadam）：5.凡是比丘，假如從事媒嫁，（傳）男子
之情意向女人，或女子之情意向男人，在成為妻子或情婦，乃至暫時

婦，也（犯）桑嘎地些沙。 
22 （samanubhasanasamutthana）即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僧初餘破僧
學處和第七十八帕棄替呀學處等，如：10.凡是比丘，假如致力於破壞



                                            疑惑度脱 

39 

    凡由第三、第六等起的，即稱為咖提那23等起。 
    凡由第一、第四等起的，即稱為羊毛24等起。 
    凡由第二、第五等起的，即稱為句法25等起。 
    凡由第一、第三、第四、第六等起的，即稱為行道26等

起。 
    凡由第四、第六等起的，即稱為賊商27等起。 

                                                                                                           
和合的僧團，或受持、堅持、住立於導致破裂之事。諸比丘應如此勸

告那位比丘：「請尊者不要致力於破裂和合的僧團，或受持、堅持、

住立於導致破裂之事。請尊者與僧團和合。和合的僧團實是歡喜、無

諍、同一誦（戒）、安樂而住。」當諸比丘如此勸告那位比丘時，假

如他同樣地堅持，諸比丘應勸告那位比丘三次，為了（使他）捨棄。

假如在三次的勸告時，他捨棄了，此是善；假如不捨棄，（犯）桑嘎

地些沙。 
23 （kathinasamutthana）即第一尼薩耆呀帕棄替呀學處
（kathinasikkhapadam）：1.多餘的衣最多可以持有十日。超過那（期
限）者，（犯）尼薩耆呀帕棄替呀。 

24 （elakalomasamutthana）即第十六尼薩耆呀帕棄替呀學處

（elakalomasikkhapadam）：16.假如比丘在遊行途中獲得羊毛，想要

的比丘可以接受。接受後，在沒有運持者（時），比丘最多可以親手

運持三由旬。假如從那（規定）運持超過者，即使在沒有運持者，也

（犯）尼薩耆呀帕棄替呀。 
25 （padasodhammasamutthana）即第四帕棄替呀學處
（padasodhammasikkhapadam）：4.凡是比丘，假如與未受具戒者同句

教誦法者，（犯）帕棄替呀。 
26 （addhanasamutthanam）即第二十七、二十八、六十七帕棄替呀學處

等，如：27.凡是比丘，假如與比丘尼相約在同一旅途而行者，乃至村

落間，除了適時外，（犯）帕棄替呀。這裡的適時是：（這是一條）

應與商旅隊同行，（以及）公認具有危險、恐怖的道路，此是這裡的

適時。 
27 （theyyasatthasamutthana）即第六十六帕棄替呀學處

（theyyasatthasikkhapadam）：66.凡是比丘知道盜賊的商旅，假如相

約在同一旅途而行者，乃至村落間，（犯）帕棄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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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只由第五等起的，即稱為説法28等起。 
    凡由無心的三等起的，即稱為告實［真實而説］29等

起。 
    凡由第五、第六等起的，即稱為賊女受具足戒30等起。 
    凡由第二、第三、第五、第六等起的，即稱為未經聽許
31等起。 
    如此由這些等起的方式，當知在一切處的抉擇。 
    「由做、想、心的種種性（kiriyasabbacittehi 
nanattam）」－即在了知了由做等一切罪的種種性，當知一

切處的抉擇。 
    一切罪由做和未做而有五種。這即是有罪從做等起，有

（罪）從未做（等起），有（罪）從做、未做（等起），有

（罪）從當做、當不做（等起），有（罪）從當做、當做不

做（等起）。 

                                                 
28 （dhammadesanasamutthana）即第七帕棄替呀學處
（dhammadesanasikkhapadam）：7.凡是比丘，假如為女人說法超過

五、六語，除了有智男子（在場）外，（犯）帕棄替呀。 
29 （bhutarocanasamutthana）即第八帕棄替呀學處
（bhutarocanasikkhapadam）：8.凡是比丘實得上人法，假如向未受具
戒者說，（犯）帕棄替呀。 

30 （corivutthapanasamutthana）即比丘尼第二僧初餘學處
（corivutthapikasikkhapadam）：2.凡是比丘尼，假如為未經國王、僧
團、（力士等）眾、團體、或（香商等）協會聽許的死罪賊女受具足

戒者，除了適當（因緣）外，這比丘尼也是初犯即成罪之法，應被驅

出［逐出；離開］（僧團）的桑嘎地些沙。 Ya pana bhikkhuni janam 
corim vajjham viditam anapaloketva rajanam va savgham va ganam va 
pugam va senim va, a¤¤atra kappa vutthapeyya, ayampi bhikkhuni 
pathamapattikam dhammam apanna nissaraniyam savghadisesam. 

31 （ananu¤¤atasamutthana）即比丘尼第八十帕棄替呀學處
（ananu¤¤atasikkhapadam）：80.凡是比丘尼，假如為未經父、母或夫
主聽許的式叉摩那受具足戒者，（犯）帕棄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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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如在掘地等，凡以身或語從做而違犯的，即稱為
從等起。 
    如第一咖提那罪，凡以身、語應而未做者，即稱為從未
做等起。 
    如從非親戚的比丘尼手中接受衣罪，凡在做和未做者，
【24】即稱為從做、未做等起。 
    如接受金錢罪，凡當做和當不做者，即稱為從當做、從

當不做等起。 
    如建造小房罪，凡當做和當做、不做者，即稱為從當

做、當做不做等起。 
    而且，一切罪由想而有兩種：即由想得脱（罪）和非由

想得脱（罪）。 
    此中，由沒有違犯的想而得脱（罪）者，即稱為由想得

脱（罪）；其它的則為非由想得脱（罪）。 
    再者，一切罪由心而有兩種：即有心的和無心的。 
    此中，凡由有心的等起而等起的，即是有心的。凡以無
心的或以與有心的相混合而等起的，即是無心的。 
    「罪、業的區分（vajjakammappabhedam）」－此中，
一切罪由罪（過失）有兩種：世間罪和制（定）罪。此中，

凡在有心一邊的不善心即是世間罪；其餘的，則是制罪。 
    一切（罪）由身業、語業和（身語業）這兩者而有三

種。此中，能在身門違犯的，稱為身業；能在語門違犯的，

稱為語業；能在（身語）兩處違犯的為身業和語業。沒有在

意門違犯之名。 
    如此由這罪和業的區分，當知在一切處的抉擇。 
    「兩組三法的方式（tikadvayavidhim）」：即是善三法
和受三法的方式。在犯罪時是由不善心或者善、無記心而違

犯。 
    同樣地，（在犯罪時）具有苦受或者具有其它（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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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 
二受。 
    如此，在一切學處由不善心為一心；由善、無記心為二

心；由一切（心）為三心。 
    （在一切學處）由苦受為一受；由樂、捨（受）為二

（受）；由一切（受）為三（受）。只能獲得這樣的區分，

而不是其它。 
    「了知了這十七種共通的特相而確立（lakkhanam 
sattarasadha thitam sadharanam idam 
batva）」－即了知了以因緣為初，受三法為終結的這十七種

特相。 
    「智者於一切處如其所適地結合（yojeyya medhavi tattha 
tattha yatharaham）」－即智賢的比丘在各個［一切；這與

那］學處，以這特相隨其所適而來結合之意。若未結合則為

劣了知。 
    因此，一切學處在不共通的抉擇的終結，這本母所未舉

出或結合的，我們將會顯示。 
    此是這裡的結合：在毘舍離，蘇定那長老開始，在違犯

淫欲的故事制定。 
    「假如從事淫欲法（methunam dhammam 
patiseveyya）」此是這裡的制定（初制）。 
    「（既）未捨棄（戒）學（sikkham apaccakkhaya）」和
「乃至與雌性畜生（antamaso tiracchanagataya’pi ）」這兩

種是隨制；而且隨制（和初制）也是（個別）犯罪的，就如

在異語學處32等一樣（異語和惱亂各別結罪）。 
    而無罪的因如：「除了在夢中」等。 
    而罪的支持因如在「不與而取」等（在村或阿蘭若）。

                                                 
32 （心墮落 12.）「（以）異語（答非所問），（默然）惱亂者，

（犯）帕棄替呀。」（Vin.iv,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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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當知在此的支持因；從此之後若有隨制，我們將會指

出：「這是隨制」。除了隨制之外，其餘的只是制定（初

制）而已，當知在一切處的抉擇。 
    對比丘所開始生起的（罪）事，諸比丘尼也以：「凡是

比丘尼，假如由欲從事淫欲法」如此而制定的，則為共通制

定。 
    由命令而不犯（罪）的，為無命令的；（在有命令的）

命令比丘從事（受取）不允許的，並無法從罪得脱。 
    以淫欲之貪而身相觸，（犯）惡作。 
    對還活著的身體，在所説的種類之道（性交管道），即

使連皮等都無剩餘（沒有），只知道所有［一切］已破壞的

相、形而已，乃至生殖器已出，假如對未失去身體明淨的膿

胞或硬皮而插入者，在有從事（受樂）的心，也（犯）他

勝。 
    假如對已失去身體明淨的乾膿疱、死皮或毛而插入者，
（犯）惡作。 
    假如連相、形都無剩餘，一切道（性交管道）已經破

壞，而對瘡團（插入）者，（犯）偷蘭遮。 
    同樣地，在人的眼睛、鼻、耳孔或外陰處以小刀開瘡
口，或在象和馬等畜生的外陰處、鼻孔（行淫），（也犯）

偷蘭遮。假如在蛇、魚等畜生的眼、耳、鼻或瘡口（，由於

性根太小而）無法達到進入的程度；對一切微小的（性根）

相，以及在腋窩等其餘身體（的部份行淫）者，（犯）惡

作。（假如）死屍的（性根）相一半已被食噉，乃至尚未腐

爛（只是膨脹而行淫）者，（犯）偷蘭遮；若已腐爛者，

（犯）惡作。 
    同樣地，打開其口，舌頭或牙齒在嘴唇之外，（假如）
不接觸口而生殖器插在（舌頭或牙齒）者，（犯）偷蘭遮；

（若對）從（性根）相落到外面的肉片（行淫）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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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作。 
    這是罪的區分。 
    不知者、不受樂者、瘋狂者、心亂者、（極度）痛惱者

以及初犯者，無罪。 
    此中，凡入睡的狀態，在他人的攻擊［接近］也不知道

者，則為不知者。 
    即使知道，凡不受樂［無享受］者，則為不受樂者。 
    凡由於膽汁的關係，而得了無法治療的狂亂者，則為瘋

狂者。 
    由諸夜叉而使其心混亂為心亂者。這（瘋狂者和心亂

者）兩者即使在火和黃金；大便和檀香同時出現也都不知

道，以此為（判定）標準。 
    凡處在極度痛苦的感受，什麼都不知道者，則為痛惱

者。 
    凡在該故事的最初（違犯）者，則為初犯者。 
    此罪在四種失壞中為戒失壞。 
    此（戒）有兩種構成要素：「從事性交的心（即樂

受），以及以道（性交管道）入道。」 
    等起等：此學處為第一他勝等起。 
    從做。    可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    不善心。    二受【※第二受※】。 
    由這些等起等而成為（犯）罪，並不是為了學處的判決

【26】快樂，乃是在一切註釋書以學處為首的説示而來的。

因此，在其它如此之處的文句，即使未説明理由的，當以此

意趣來理解。 
        「依怙者所説的實是歸依處， 
   大仙未以文句利益世間； 
   因此所未作的喜樂文字， 
   賢慧者應當思擇而確立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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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他勝已經完畢。  
 
    “2. Yo pana bhikkhu gama va arabba va adinnam 
theyyasavkhatam adiyeyya, yatharupe adinnadane rajano  
coram gahetva haneyyum va bandheyyum va pabbajeyyum va: 
“Coro’si, balo’si, mulho’si, theno’si’’ti, tatharupam bhikkhu 
adinnam adiyamano, ayam’pi parajiko hoti asamvaso.” 
    （2.凡是比丘在村或阿蘭若，假如以盜心不與而取，就

如在不與取（時），諸王抓了盜賊後，可能打殺、綁縛或逐

出，（呵責說）：「你是小偷、你是愚者、你是癡者、你是

盜賊。」同樣地，當比丘不與而取，這也（犯）帕啦幾咖，

不共住。） 
        在第二（學處）：「村或阿蘭若（gama va arabba 
va）」－在此，一切以一屋等的區分，無論有（牆）圍的或

無（牆）圍的；有人（住）的或無人（住）的，乃至曾經有

旅商住過四個月以上者，當知為「村」。 
    除了村和村的近郊外，其餘的稱為阿蘭若。 
    在此，為了對房屋、房屋的近郊、村和村的近郊不迷

惑，此之詳述。 
    （在房屋）以林拔木屋簷［盆］落水所及處之內，即稱

為「房屋（的範圍）」。 
    當女人站在門口潑棄洗盆水，該水所及處；當女人站在

屋內，以正常（之力）向外拋出簸箕或掃帚所落之處；合倂

了屋前的兩角，除了中間的木閂門外，為了防止牛進入所作

的圍籬，這一切都稱為「房屋的近郊」。 
    在（村莊）最旁邊的房屋，強力的中等男子站在該最旁

邊房屋的近郊，就如有年青人欲示其力量而伸出腕臂投擲土

塊，如此該投土所及處之內稱為「村」。 
    從此（村的範圍）再另外一固投土所及處之內，則稱為
「村的近郊」。但落下土塊滾動所達之處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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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牆圍的村則是所圍的籬［牆］為該村的界限。如果該
村有兩根帝柱，處在帝柱之內投擲土塊所及處之內，稱為村

的近郊。 
    應分析的文句，當知以此方式而理解該義。 
    在此已經顯示了無（牆）圍的村之近郊，在非時入村等

罪，應當以此（方式）來確定。 
    如此，除了此村和村的近郊外，其餘（的地方）在此學

處稱為阿蘭若。 
    （到此）只是在説這「村和阿蘭若」而已。 
    凡是為山區分而顯示的房屋、房屋的近郊、村和村的近
郊，從那所説的（村等）而盜取他勝的對象（五錢）者，則

（犯）他勝。 
    「不與（adinnam）」－即其他人類的所有物。 
    「以盜心（﹙theyyasavkhatam﹚稱為偷盜）」－此中，
【27】「偷盜（theyya）」即是竊賊；偷盜的狀態為盜賊。

這是指盜取的心而言。 
    「稱為（savkhatam）」－乃從義理上是相同的，就如

在「想的因緣乃是妄想［迷執］」等，是此名稱的一部分。 
「偷盜和該名稱」為稱為偷盜；即是稱為偷盜的心，乃心的

一部分之意。 
    在所作之義，這是主格。應當從義上理解「以稱為偷

盜」。以及凡以稱為偷盜而取，由於他有盜心，因此不取文

字，而只顯示該義。 
    「盜心、偷取心（theyyacitto avaharanacitto）」－當知
如此乃是（《律藏》的）文字解析所説的。 
    「假如取（adiyeyya）」－即假如以二十五偷取（種方
式）的其中一種而取。那些偷取以五（種）五法結合後，應

當完全地理解。 
    五種五法所構成為：一、種種財物的五法，二、一種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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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五法，三、親手的五法，四、前方便的五法，五、偷盜

取的五法。 
    此中的前兩種五法的文句和（在《律藏》）文句的解

析：「假如佔取、搶取、奪取、破壞［改變］威儀、離［移

動］原處」所説的，而得到這些文句。 
    此中，種種財物的五法是指混合有生命［識］的和沒有

生命［識］的（財物），而其它的，則只有有生命［識］

的。是什麼呢？ 
    1.「假如佔取（adiyeyya）」－即（例如）在（聲稱）園

是他所負責的，犯惡作；使所有主心生懷疑，犯偷蘭遮；所

有主（想）：「（這園）將不是我的了」，而放棄責任者，

犯他勝。 
     2.「假如搶取（hareyya）」－當他人的財物正在頭擔上
搬運，假如以盜心而摩觸者，犯惡作；令動搖者，犯偷蘭

遮；使從 肩上卸下者，犯他勝。 
     3.「假如奪取（avahareyya）」－當有財物放在附近，
他對主人（說）：「（把這）財物給我！」在説之時，他

説：「我不拿」，犯惡作；使所有主心生懷疑，犯偷蘭遮；

所有主（想）：「（這財物）將不是我的了」，而放棄責任

者，犯他勝。 
     4.「假如破壞［改變］威儀（iriyapatham 
vikopeyya）」－在（想）：「我將帶走財物和搬運者。」使
他跨出第一步者，犯偷蘭遮；使他跨出第二步者，犯他勝。 
     5.「假如離開原處（thana caveyya）」－對放在陸地上

的財物，假如以盜心摩觸者，犯惡作；使搖動者，犯偷蘭

遮；使移離原處者，犯他勝。 
    當知如此為種種財物的五法。 
    假如對有主人的奴隸、畜生，依所説的（聲稱為自己）

所負責的等方法，以佔取、搶取、奪取、破壞威儀、離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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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方法，當知為一種財物的五法。 
    什是親手的五法呢？即親手的、命令的、投擲、獲得利

益和放棄責任。 
    此中，親手的－即是親手［自］偷取他人的財物。 
    命令的－即是命令他人：「（去）偷取某某財物。」 
    投擲－即是（想）逃税者在計劃了（想好了）而處在

（關税處）內將（税物）往外投（而企圖逃税）。33  
    獲得利益－即是命令他人：「假如（你看到）有財物，

你就偷取那財物。」當中，如果那人有了障礙而偷取，命令

者在命令的剎那即（犯）他勝。或者當那人【28】（在偷取
時，因怕被發現而）而必須把鞋子等投入價值一巴陀的油

中，在從手中脱離時，即（犯）他勝。34 
    放棄責任－當知即以（聲稱）園是他所負責的和（偷

                                                 
33 Suvkaghataparikappitokasananti suvkaghata¤ca parikappitokaso ca 

suvkaghataparikappitokasa, tesam. Tattha suvkaghatanti (para. attha. 
1.113) rukkhapabbatadisa¤¤anena niyamitassa suvkatthanassetam 
adhivacanam. Ta¤hi yasma tato rajadeyyabhagam suvkam adatva 
niharanta ra¤¤o suvkam hananti vinasenti, tasma ``suvkaghatan''ti vuttam.  

 Koci paraparivenadini pavittho ki¤ci lobhaneyyabhandam disva 
dvarappamukhadivasena yam thanam ``sace mam etthantare passissanti, 
datthukamataya gahetva vicaranto viya dassami, no ce passissanti, 
harissami''ti parikappeti, ayam parikappitokaso.（KkvtT2.p..） 

34 Padagghanakatelanti (para. attha. 1.94) ettha pado nama kahapanassa 
catuttho bhago, tam agghatiti padagghanakam, padagghanaka¤ca tam 
tela¤cati padagghanakatelam. Upahana adi yesam vatthunam tani 
upahanadini. adisaddena dukulasatakacammakkhandadinam gahanam. 
Pakkhipatiti theyyacittena pakkhipati. Tenaha ``hatthato 
muttamatteyeva parajikan''ti sace pana attanopi kumbhiyam a¤¤o 
sappim va telam va akirati, tatra cayam theyyacittena telapivanakam 
bhandam pakkhipati, vuttanayeneva parajikam. （KkvtT2.p..）  ※
Parassa rittakumbhiya savgopanatthaya bhandam thapetva tattha tele 
akinne ``sace ayam janissati, mam palibujjhissati''ti bhito padagghanakam 
telam pitam bhandam theyyacittena uddharati, parajikam. (para. attha.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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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放在近處的財物（所説）。 
    應暫時給與的財物在未給與時也是此方式。 
    此是親手的五法。 
    什麼是前方便的五法呢？即前方便、俱方便、共謀盜

取、作（限時的）約定和現相。 
    此中，（前方便－在命令：「你去偷某財物」時，為前

方便，但在被命令者偷取時才犯罪。所以）當知命令是前方

便。 
    （俱方便－由離開原處為俱方便。）為了佔取田地而轉

動、移離柱子原處，當知為俱方便。 
    共謀而盜取－即和其他人安排、討論了：「我們將偷取

某某物品」而偷取。在如此共謀了之後，即使才一位（同

謀）移離原處，則所有的（同謀）都（犯）盜。 
    作約定－即是指作（時間的）指定。假如限定了在食前

（上午）等而説：「在某時偷取某某物品。」（被命令者）

從所約定的不前不後（的時間）而偷取。約定者只在所約定

的剎那偷取（命令者才犯罪）。 
    現相－即是（在命令他人偷取時，）為了使他了解而以

閉眼、手勢等作指示的相。假如從如此所作的相，説：「偷

取（某物）。」（被命令者）不前不後（的時間）而偷取。

約定者只在所約定的剎那偷取（命令者才犯罪）。 
    此是前方便的五法。 
    什麼是偷盜取五法五法呢？即偷盜取、強迫取、遍計
取、隱藏取和取籌（kusa﹙吉祥草﹚）。 
    此中，凡是破壞門隙等（進入屋後趁主人）不未看見時

而偷取；或者以偽重［吃秤兩］、偽量［偷尺寸］、偽幣

（鈔）等詐欺而取。當知此偷、取者為偷盜取。 
    凡是以暴力強迫而取他人的所有物，就如村莊的掠奪者

［劫盜、強盜］一般；或者運用自己所得非凡的權力（而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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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壓榨人民），以所説的方式而取，就如國王的傭兵［支

持者］一般。以此而偷取者為強迫取。  
    遍計取－即是經計謀後而偷取。這有財物和場所兩種。 
    此中，遍計財物為：欲求衣服者在進入屋內後，預計：
「假如有衣服，我將偷取；若有線，我則不取。」之後，在

黑暗中拿取袋子，（在袋子中）假如有衣服，在提起（袋

子）時，即（犯）他勝；假如是線，則還護著（不犯他

勝）。若拿出來而脱落，在知道是「線」後，再放回去，則

還護著（不犯他勝）。在知道是線之後，想：「不管什麼，

凡得到的我都拿取。」而拿走者，當依其腳步而治罪（即移

動第二腳犯他勝）；想放在地上後才拿取，在提起時，即

（犯）他勝。（假如被發現，）以「有小偷、有小偷」而追

來，丟棄後而逃跑，主人看見後拾起收起來，則還護著（不

犯他勝）。凡有其他人捉到了當給與財物。自己看到主人落

在後面，想，：「這是我所拿取的，現在是我的所有物

了」，而拿取時，也是當給財物的。 
    這裡，以「假如有衣服，我將偷取」的方式而轉起遍計

的，即是遍計財物。 
    遍計場所當如此了知：有人【29】進了他人的房屋等，

看見了某種喜愛的物品，以房門口、門檻［門底下］、倉庫

［大門］、樹下等而作遍計的限定：「在這裡之間，假如我

被發現，當如想要看見而觀察一般，我將看見；假如未被發

現，我將偷取。」他以此作了遍計的限定，只在過了（他所

限定的地方）才偷取。如此以所説的而運作計謀，此稱為遍

作場所。 
    如此以這兩種遍計，經過了計劃而取、偷取，當知為遍

計取。 
    隱藏了（所要偷取的物品）後再來偷取為隱藏取。 
    當如此了知：凡比丘在公園等看見了他人的戒指等脱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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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在（地上），（他先）以塵土、樹葉等覆蓋，（想）：

「過後我才來拿取。」到此只要尚未撿起，就還不算偷取。

當在主人們發現而找不到時，（想）：「明天我們當知道

（再來找）。」存著執著而離去。當（比丘在那時）撿走，

在撿起時，即（犯）偷盜。 
    （或者）在覆蓋之時以自己的想：「這是我所有的
了。」或者以糞掃［丟棄物］想：「現在他們走了，這是遣

棄之物。」而取者，為當給與之物。當他們在第二（第三）

天來尋找而找不到，在（主人）放棄責任（所有權）後，即

使在（主人）離去了而拿（撿）取，也是當給與之物。但在

後來知道了而責備時也不還與，在主人放棄責任，即（犯）

偷盜。為什麼？因為他們不知道［看見］他的加行。 
    凡如此的財物，在所處之處並未覆蓋，但以盜心用（把
戒指等）踏入泥土或沙中，只在那（戒指等）陷入（土

中），即（犯）偷盜。  
    調換籌籤而偷取，稱為取籌。 
    當如此了知：（假如）用竹片或棕櫚葉製成用來當標記

的（籌［籤券］），當在以投籌而分配衣時，凡比丘停在自

己附近的部份（之籌）為少價、高價或相同（價值）的。當

在想要拿取落在他人部份的籌，而想把落在自己部份的籌調

給他人，到此還護著（不犯他勝）；在他人的籌落下之時，

也還護著（不犯他勝）。當在那他人部份（籌）落下之時而

拿取他人的籌，在拿起時，即（犯）偷盜。假如他人部份

（的籌）較先（分發），而想拿起來落在自己的部份，在拿

起時，還護著（不犯他勝）；即使在落下時，也還護著（不

犯他勝）。從自己的部份而拿起自己的籌，在拿起時，也還

護著（不犯他勝）；拿起後而落在他人的部份者，在手放 
開時，即（犯）偷盜。此即是取籌。 
    如此即所説的：「『假如取』－即假如以二十五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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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的其中一種而取」，已經解説該義了。 
    「就如（yatharupe）」－即像在任何的。 
    「在不與取（時）（adinnadane）」－即在拿取所未給
與的他人所有物。 
    「諸王（rajano）」－這只關於頻毘娑羅（Bimbisara）
而説，【30】在其他（國王）像此或未像此處罰［作］，則
無限量。   
    「可能打殺（haneyyum va）」－或者可能用手等打或
用刀砍。 
    「或可能綁縛（bandheyyum va）」－或者可能以繩綁
等而綁縛。 
    「或可能逐出（pabbajeyyum va）」－或者可能驅出。 
    「你是小偷、你是愚者、你是癡者、你是盜賊（Coro’si, 
balo’si, mulho’si, theno’si）」－或者可能用這些話來罵

（他）。在什麼樣的不與而取諸王會如此做呢？在對（偷

取）一巴陀或價值一巴陀時。 
    「同樣地，當比丘不與而取（tatharupam bhikkhu 
adinnam adiyamano）」－似此的，比丘在如上所說盜取的

方式中，以任何一種盜取而盜取處（放）在地上等有生命或

無生命的未經給與之古錢的一巴陀或價值一巴陀物品，即

（犯）他勝，何況超過（一巴陀）。 
    在王舍城，達尼雅（Dhaniya）長老開始，在拿取未經給

與的國王之木材的故事制定。 
    「在村或阿蘭若」，這是在此（學處的）隨制。 
    共制［共通制定］。 
    有命令的。 
    為了行（盜）而前往等，在前方便，（犯）惡作；在摩

觸，（犯）惡作；在使他勝的對象（物）動搖，（犯）偷蘭

遮；在盜取一摩沙咖或未滿一摩沙咖者，（犯）惡作；在



                                            疑惑度脱 

53 

（盜取）超過一摩沙咖而未滿五摩沙咖者，（犯）偷蘭遮；

在（盜取）五摩沙咖或超過五摩沙咖者，（犯）他勝。 
    在一切處由拿起之時、地點和物品的分配、轉變等，以

及退減、不退減（其價值），當知其（犯罪輕重的）抉擇

（即各地物品有貴賤以及新舊、時節等）。 
    在自己物想者、親厚取者、暫時取者，餓鬼所有物、畜
生所有物、糞掃物想（而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對其他人類由他所

攝受［擁有］、他人所攝受想、重物（滿五錢的財物）、盜

心和以所説的偷取方式而偷取。」 
    不與取等起。          由做（才犯）。 
    可由想而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三受。 
                第二他勝已經完畢。 
 
    “3. Yo pana bhikkhu sabcicca manussaviggaham jivita 
voropeyya satthaharakam va’ssa pariyeseyya maranavannam 
va samvanneyya maranaya va samadapeyya: “Ambho purisa, 
kim tuyh’imina papakena dujjivitena? Matan’te jivita 
seyyo”ti, iti cittamano cittasavkappo, anekapariyayena 
maranavannam va samvanneyya maranaya va samadapeyya, 
ayam’pi parajiko hoti asamvaso.” 
    （3.凡是比丘，假如故意地奪取人體的生命，或假如此
（人）尋找，即可拿取殺具，或讚歎死的美好，或鼓勵死

（說）：「喂，男子！你為什麼以此惡苦地活著呢？死比你

活著更好。」如此心意、如此心思惟，假如以各種方法讚嘆

死的美好，或鼓勵死，這也（犯）帕啦幾咖，不共住。） 
    在第三：「故意地（sabcicca）」－即是已思考了、具

有思考了之後。也就是有「（這是）生物」之想，思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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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計了，而以殺思［心］（想）：「我要殺他。」 
    「人體（manussaviggaham）」－即是從羯羅藍

（﹙kalala﹚凝滑位）開始，活著的人類之身體。 
    「假如奪取生命（jivita voropeyya）」－即使在從羯羅

藍時或者從那（羯羅藍位）以上，假如以逼烤、壓碎（善見

律指以熱手摶之、以手摩之）、給與藥，或者以類似的方式

攻擊而奪取生命。 
    為了使明瞭此義：當知生物、當知殺生、當知殺生者、

當知殺生的方法。 
    此中，「生物（pano）」－在通俗上，是指有情；從勝
義上，則是命根。 
    「殺生（Panatipato）」－即凡使生起破壞命根的方法
［加行］之思，也就是該思。 
    「殺生者（Panatipati）」－是指具有所說該思的人。 
    「殺生的方法」－即是殺生的六種方法：親手的、命

令、投擲、設陷阱［固定的］、明所成【31】（與）神變所

成。 
    此中，「親手的」即是（殺生者）在殺時，自己以身或

身所繫物而攻擊［打］之。 
    「投擲」－是指為了殺的目的而處在遠處以身或身所繫

物投擲箭、槍、機械、石頭等。 
    此中，分成個別地指定和不指定兩種。此中，指定的即

攻擊所指定者，只有當那（被指定的眾生因此）而死，才成

為業所繫。而未指定的是：「願有（眾生）死！」如此以攻

擊之緣凡有（眾生）死，即成為業所繫。並且這兩種方式導

致（眾生）死，無論只由當時的攻擊，或由那（攻擊）後來

生病（所致），只有攻擊的剎那為業所繫。 
    「命令」－即是命令他人：「你去殺某某人！」而命

令。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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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時、場所、武器、威儀， 
        所做的差別」這六種命令的決定。 
    此中，「對象」－是指人。當命令：「凡是人（你就）

殺他！」假如他（被命令者）殺了，即命令者（犯）罪。或

者當（他命令）：「你殺某人！」（被命令者）認為是那人

而殺了餘人（殺錯人），則命令者得脱（不犯根本罪）。但

在命令：「你殺這個人！」時，命令者（犯）惡作。 
    「時」－為上午［前食］等時。假如命令：「你在早上

（前食）殺他！」而（被命令者）就在上午［前食］殺了，

命令者即（犯）罪。或者在決定了（而命令）：「你在早上

（前食）殺（人）！」而（被命令者）從那（上午［前

食］）之前或者之後才殺，則命令者得脱（不犯根本罪）。

以此方式，當知一切處的抉擇。 
    「設陷阱［不動的］」－想殺者以不可動的、裝備［資

具］而挖陷坑、（放毒剌等在）凭靠處、刀（在其近處安殺

具）等，或在池塘放入毒，持現色（提供恐怖的景象），如

此等。這由所説的方法也有從指定（和）未指定的兩種區

分。    「明所成（vijjamaya）的方法」－是為了殺而誦明

咒。 
    「神變所成（iddhimaya）的方法」－即是運用業報所生
的神變。 
    「假如此（人）尋找，即可拿取殺具（satthaharakam 
va’ssa pariyeseyya）」－此中，「拿取」即是持取。拿取什

麼？即生命。或者「可以持取」為拿取；即可放在近處之

意。 
「殺具和該拿取」為即可拿取殺具。 
    「此（人）（assa）」－即人體的。 
    「假如尋找（pariyeseyya）」－是指就其所得而做；即
是「假如放在近處」之意。在其它處的尋求，只可能（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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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勝，但並不與此相關。（我們）不取在文句分析的文句，

而能顯示在不可動的方法之殺具或劍等所説。 
    「或假如讚歎死的美好（maranavannam va 
samvanneyya）」－假如用言詞或者寫在棕櫚葉等：「凡如

此而死者，他可以獲得財物。」等方式而闡明死亡的功德。 
    就如「在不與而取的假如（偷）取」所説的，由異門

［方便］論得以脱罪；然而在此（戒）並非如此，「假如讚

歎」，在此（戒）即使如此從言詞上的異門［方便］論並無

法脱罪，當知此義。 
    「或假如鼓勵死（maranaya va samadapeyya）」－即
以「或者拿刀［武器］」等方式，【32】假如為了死亡而採

取的方法。以此來顯示命令的方法。 
    「喂，男子！（ambho purisa）」－這是稱呼。 
    「你為什麼以此（kim tuyh’imina）」等乃是顯示讚歎
的方法。 
    「如此心意（iti cittamano）」－即如此心、如此意。在
此即是「死比你活著更好（Matan’te jivita seyyo）」所説的

死心、死意之意。而且這裡的「意（）」乃是為了闡明此心

之義而説的。因此在（《律藏》的）文句解析説：「心即是

意。」 
    「心思惟（cittasavkappo）」－即是各種思惟。在此也
應當取「如此」的字。以及「思惟」在此是指安排而已，而

不是尋。而且那安排在此之義是以想和思的意趣而相攝。因

此，「如此心思惟」當了解在此為：「死比你活著更好」所

説的死想、死思和死的意趣」如此之意。即使在（《律藏》

的）文句解析也顯示了此方法。以沒有死心説法者（在

説）：「一日的生命，勝於堅固的發勤精進」等方式，而顯

示並不稱為讚歎（死）。 
    「以各種方法（anekapariyayena）」－即是以種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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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高語、以原因。再用「讚歎死」等乃是說明［結論］

之詞。 
    「（犯）帕啦幾咖（parajiko hoti）」－以所説的方

式，在奪取即使才出生的人體生命，也（犯）他勝。 
    在毘舍離，眾多比丘開始，在互相奪取生命的故事制

定。 
    「或者讚歎死」，這是在此（學處的）隨制。 
    共制［共通制定］。 
    有命令的。 
    在為了殺而挖陷坑等，（犯）惡作。做了未指定的陷

坑，在有人掉入時，（犯）惡作。使人形的夜叉、餓鬼、畜

生和畜生產生痛苦，也只（犯）惡作。使人類產生痛苦者，

（犯）偷蘭遮。在夜叉等死亡，也是同樣的（，犯偷蘭

遮）。在畜生死亡，（犯）心墮落。在人死亡，（犯）他

勝。 
    以此方式，在一切處由方法的分類，當知罪的區分。 
    不故意而殺者、不知者、沒有（令）死的意圖者，以及

瘋狂者等無罪。 
    此中，「不故意」－是指沒有思考：「我以此手段而殺

此人。」就如在舉杵的故事35一般，即使由採取行動而他人

死亡也無罪。 
    「不知者」－在不知道：「由此這（人）將會死亡。」

就如在有毒的團食［鉢食］的故事36一般，即使由採取行動

而他人死亡也無罪。 
    「沒有（令）死的意圖者」－即並沒有想要（有人）死

亡，就如在（給妊娠婦）藥的故事37一般，即使由採取行動

                                                 
35 Vin.iii,p.79. 
36 Vin.iii,p.80. 
37 Vin.iii,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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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人死亡也無罪。 
    如此，當知在不故意等的抉擇。 
    戒失壞。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人類的生物、生物

想、殺心、採取行動，由此而死。」 
    不與取等起。          由做（才犯）。 
    可由想而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苦受。 
                第三他勝已經完畢。【33】 
  
     “4. Yo pana bhikkhu, anabhijanam, 
uttarimanussadhammam attupanayikam 
alamariyabanadassanam samudacareyya: “Iti janami, iti 
passami”ti, tato aparena samayena samanuggahiyamano va 
asamanuggahiyamano va, apanno visuddhapekkho evam 
vadeyya:”Ajanamevam, avuso, avacam ‘janami’, apassam 
‘passami’. Tuccham musa vilapin”ti, abbatra adhimana, 
ayam’pi parajiko hoti asamvaso.” 
    （ 4.凡是比丘，假如聲稱關於自己未（證）知的上人
法、能（成為）聖（者）的智見（說）：「我知如此，我見

如此。」從那之後時，（無論）被檢問或不被檢問，假如希

望所犯清淨而如此說：「賢友，如此不知我說『我知』；不

見（我說）『我見』，我說了空無、虛妄（的話）。」除了

增上慢外，這也（犯）帕啦幾咖，不共住。）  
    「未（證）知（anabhijanam）」－在自己的（五蘊）
相續所未生起（體證）的，不知道在自己所擁有的狀態。 
    「上人法（uttarimanussadhammam）」－諸上人的諸

禪那以及諸聖法。 
    「關於自己（attupanayikam）」－將那（上人法）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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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而聲稱：「我有」；或者在那裡歸於自己而聲稱：「我

在這裡現見」，為關於自己的，而該關於自己如此做了之後

而與「假如聲稱」相結合。 
    「能（成為）聖（者）的智見

（alamariyabanadassanam）」－此中廣大、出世間慧，以
知解之義為智，所現見的法如眼所見；以看見之義為見，為

「智見」。聖者清淨、最上的智見為「聖智見」。有能夠、

足以摧破煩惱能力為聖智見，在此以禪那等區分為上人法。

或者能夠成為聖者的智見為「能為聖者的智見」。 
    「假如聲稱（samudacareyya）」－將所説的方法的上

人法關於自己後，假如以身、以語或以（身語）兩者將那告

訴有識［智］的人類。 
    「我知如此，我見如此（Iti janami, iti passami）」－這
是顯示聲稱的方式。使關於自己後，沒有以其它地點來聲

稱，而如此聲稱。因此這（句）在（《律藏》的）文句解析

説：「我曾入初禪、我入、我已入（初禪）」等的區分。當

知那一切也在此所攝。 
    「我如此知，我如此見」，在説之時並非僅限於此言詞

而説的。或者也闡明：「以這和那原因我有此法。」以及由

在説「我曾入」等而闡明有證入的原因，因此而説：這

（句）在（《律藏》的）文句解析説：「我曾入初禪、我

入、我已入（初禪）」等的區分。（當知）那一切也在此所

攝。 
    「從那之後時（tato aparena samayena）」－從説了那

時之後的在某一時間。如此即顯示這承認罪的時間。而這只

在説了（虛無的上人法）的剎那即犯罪。由於犯罪者責難或

未被責難而承認，所以説「（無論）被檢問或不被檢問」。 
    「所犯（apanno）」－只在説了（虛無的上人法）的剎

那即犯了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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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清淨（visuddhapekkho）」－在期望、想要自己
的在家身份等清淨時。 
    由於此人已經違犯他勝，因此他不可能以處在比丘的身

份而證得禪那等；如此不稱為這個比丘身份的清淨。由於在

成了在家人、在家居士、寺院居士或沙彌的其中之一，還可

能由布施等而成就天界之道或以禪那等而成就解脱之道，因

此這稱為在家等身份的清淨。以此而説「期望在家的身份等

清淨」。 
    「假如如此說（evam vadeyya）」－即可能如此説。

（説）什麼呢？即是「賢友，如此不知（Ajanamevam, 
avuso）」等。 
    此中，「不知（ajanam）」為在不知道時。「不見

（apassam）」－為在未看見時。 
    「我說了空無、虛妄（的話）（tuccham musa 
vilapim）」－【34】即我（所説的）語義空虛的，為空無

（tuccham）；從欺瞞的意趣，為虛妄（musa）；我曾説

了，為我説了（vilapim）。 
    「除了增上慢外（abbatra adhimana）」－對諸行的這

（無常、苦、無我）三相成功地思惟時的開始（修）毘婆舍

那者，在未得（道果）而認為已得之想所生起的（，稱為增

上慢）。「除了該增上慢外，假如只是以惡欲而聲稱者，此

即（犯）他勝」之意。 
    在毘舍離，瓦古木達（Vaggumuda）河畔的比丘們開
始，在説他們的上人法之故事制定。 
    「除了增上慢外」，這是在此（學處的）隨制。 
    共制［共通制定］。 
    有命令的。 
    假如對人類以「我曾入初禪」等所説種類的方式而説未

有的禪那等法，而在説之時，那人只是無間地（即時）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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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式知解：「這個人得了禪那」或「（這個人是）聖者」

的該義者，（犯）他勝；假如不知解，（犯）偷蘭遮。 
    假如以餘處［在當時所處的其它地方］而説：「住在你

精舍的那位比丘曾入初禪」等方式者，在（對方）知解者，

（犯）偷蘭遮；假如不知解，（犯）惡作。 
    以增上慢而説者、無虛妄的意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

罪。 
    戒失壞。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在自己沒有的上人
法、以惡欲而對他説、非以餘處［不是以當時所處的其它地

方］、對著人類而説，（他）在該剎那知解。」 
    等起等只與在不與取（學處）所説的相似。 
    （由做才犯。 
     可由想而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苦受。） 
                第四他勝已經完畢。 
     
     “Uddittha kho, ayasmanto, cattaro parajika dhamma. 
Yesam bhikkhu abbataram va abbataram va apajjitva na 
labhati bhikkhuhi saddhim samvasam. Yatha pure tatha 
paccha, parajiko hoti asamvaso. 
    Tatth’ayasmante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Du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Ta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Parisuddh’etth’ayasmanto, tasma tunhi. Evametam 
dharayami’ti.” 
    （尊者們，已經誦（出）四帕啦幾咖法了，凡是比丘犯

了其中之一，，，帕啦幾咖，不共住。 
  在此我問尊者們：「在此是否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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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我再問 ：「在此是否清淨？」 
    第三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在此尊者們是清淨的，因此默然。此（事）我如此
（憶）持。） 
    「尊者們，已經誦（出）四帕啦幾咖法了（Uddittha 
kho, ayasmanto, cattaro parajika dhamma）」－即是闡明在
此已經誦了這他勝（法）。在結合一切後，當知有二十四他

勝。是哪二十四（他勝）呢？ 
    從巴利（聖典）而來的比丘有四、以及比丘尼所不共通

的有四，（共有）八；半擇咖（﹙pandaka﹚黃門）等十一種
稱為不可能（出家）的狀態者為十一種他勝，總共則為十九

種。由比丘尼在想要還俗（而還俗者-比丘尼還俗不可再受具

足戒）的他勝，合前共有二十。此外，長根［長男根］者、

軟脊者、口含他人的生殖器［男根］者，和坐他人的生殖器

者38。這四種乃是以：「隨順四他勝」而説的。如此這四種

和前的二十種結合後，當知一切有二十四他勝。 
    「不得與諸比丘共住（na labhati bhikkhuhi saddhim 
samvasam）」－以布薩等區分，不得與諸比丘共住。 
    「以後就像先前那樣（yatha pure tatha paccha）」－就
如先前在家之時以及在未受具足戒之時，在犯了他勝之後也

是一樣，不共住；沒有與諸比丘行布薩等區分的共住。   
    「在此我問尊者們（tatth’ayasmante pucchami）」－在
這四他勝，我問尊者們：「在此是否清淨。」 
    「在此是否（kaccittha）」－即在這裡是否；即是在這

【35】四他勝是否清淨之意。或者為「有否清淨」，即是你
們是否有清淨存在之意。 
    其餘一切處只是簡單易解的。 

                                                 
38 見：VinA.ii,pp.515-6.  



                                            疑惑度脱 

63 

 
※在《疑惑度脱》－波提木叉的註釋，他勝的註釋已結束。 
     
 
     “Ime kho pan’ayasmanto, terasa savghadisesa dhamma 
uddesam agacchanti. 
   1. Sabcetanika sukkavisatthi, abbatra supinanta, 
savghadiseso.” 
    （尊者們，誦出這十三桑嘎地些沙法來。 
    1.故意出精，除了夢中外，（犯）桑嘎地些沙。） 
    「這些（ime kho pana）」－即是現在當説所對之事。 
    「尊者們（ayasmanto）」－即以愛語來稱呼諸聚集

（的比丘）。 
    「十三（terasa）」－即數目的區分。 
    「桑嘎地些沙（savghadisea）」－如此的名稱。 
    「法（dhamma）」－即諸罪。 
    「誦出來（uddesam agacchant）」－應當以同形誦出
來，而不像在戒序的：「凡是有罪」，只是共通之詞。 
    有思存在，為故意；只是故意的，為故意的；或者有故
意存在，為「故意（Sabcetanika）」。 
    「出精（sukkavisatthi）」－即是精的出。乃是為了健

康等，以射出的思運用內色（如手）而弄（男根之）相，在

貪的激勵下使生殖器達到堪任性，令其依處界的種種性之青

色等十種精的某種精離開原處之意。  
    「除了夢中外（abbatra supinanta）」－即是除了在夢

中出精之外。 
    「（犯）桑嘎地些沙（savghadiseso）」－即除了在夢

中之外，凡是故意出精者，即（犯）此僧初餘的罪聚之名的

意思。 
    從語義上，在此由於這最初和剩餘的應對僧團有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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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僧初餘」。所說的是什麼呢？即犯了此戒而想要出

罪者，在（給與）出罪時，最初應當給與別住；以及從最初

所剩餘的中間給與摩那埵，或為了與本日治俱的摩那埵；和

最後的出罪都對僧團當有所希求，當中沒有一種羯磨是不經

僧團可以執行的，這最初和剩餘的應對僧團有所希求，為

「僧初餘」。 
    在舍衛城，些牙沙咖（seyyasaka）開始，在弄了而出不

淨的故事制定。 
    「除了在夢中」，這是在此（學處的）隨制。 
    共制［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假如他人捉執自己的生殖器［男根］而使（精）出者，

也犯（僧初餘）。在想念（欲出精）了乃至以在空中搖動腰

而弄（男根）相，假如未出者，（犯）偷蘭遮；乃至夠一隻

小蒼蠅可飲之量（精液），假如移離了原處，即使（精液）

的水流未滴下，也（犯）僧初餘。 
    由於（精液）移離了原處，無可避免地水流（精水）會

往下流；因此只要水流（精水）往下流了，無論在出了或未

出了（道）外，（也犯）僧初餘。這是在諸註釋書所説的。 
    在未弄者、無出（精）的意圖者、在夢中見者，以及瘋

狂者等無罪。 
    戒失壞。 
    此（戒）有三種構成要素：「思【36】、弄（從事）、

出。」 
    等起等只與在第一他勝所說的相似。 
    （從做。    可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    不善心。           二受【※第二受※】。） 
     
             在僧初餘的第一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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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Yo pana bhikkhu, otinno viparinatena cittena, 
matugamena saddhim kayasamsaggam samapajjeyya, 
hatthagaham va venigaham va abbatarassa va abbatarassa va 
avgassa paramasanam, savghadiseso.” 
    （2.凡是比丘，以貪染轉變心，假如與女人從事身相

觸，捉手、捉髮束，或摩觸某一身分者，（犯）桑嘎地些

沙。） 
    在第二：「貪染（otinno）」－就如夜叉一般，有情內
（心）所生起的貪為貪染；或者如（水流入）坑等一般，諸

有情未經深思而在貪染處的染著，自己的貪為貪染；即是具

有該身相觸的貪之同義詞。 
    「以轉變心（viparinatena cittena）」－即在捨斷了正

常的稱為有分相續（流）後，在餘處轉起，或者變成異形，

就如在轉起時而成異形一般；即是以所的貪轉起後所處的心

之意。 
    「與女人（matugamena saddhim）」－即使與當天出生
還活著的人女。 
    「假如從事身相觸（kayasamsaggam samapajjeyya）」
－即假如從事捉手等身相連、身相結合。 
    「或捉手（hatthagaham va）」等，是以詳説而顯示其

義。此中，「手（hattha）」是指從手肘到指甲尖。 
    「髮束（veni）」是指有結或未結的，或者以純髮與青
等顏色的色絲、花、錢幣、花鬘、金（飾）、（樹皮）纖

維、真珠、摺條等其中之一混合，此是做成的髮束之同義

詞。而且，捉髮束，即使在此只取頭髮，毛也算在內。如此

以所説的特相，在捉手為捉手；在捉髮束為捉髮束。 
    摩觸其餘的身體為「或摩觸某一身分（abbatarassa va 
abbatarassa va avgassa paramasanam）」。 
    凡假如從事捉手、捉髮束，或摩觸某一身分者，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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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此僧初餘的罪聚之名。 
    在舍衛城，烏達夷（Udayi）開始，在從事身相觸的故
事制定。 
    非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在女人存女人想，乃至毛與毛在接觸時，或者在女人

（來）觸之時以從事（性交？sevana）的意圖，在動［努力］

了而知道那接觸者，（犯）僧初餘。 
    以第一手捉了，而以第二手在其各處即使摩觸一整天，

也才（犯）一罪。 
    在捉執了而摩觸，假如從頭到腳，只要手未離開其身體

而摩觸者，也才（犯）一罪。 
    即使在五根手指一起捉，也才（犯）一（罪）。假如以
五根手指一起捉執不同的女人，則（犯）五罪。 
    在女人而存（女人）疑者，以及（在女人而）存半擇咖

［黃門］、男人、畜生想者，（犯）偷蘭遮。 
    同樣地，以身體和（女人）的身所繫物（相接觸）者，

以及與非人、半擇咖［黃門］身相觸者（，也是犯偷蘭

遮）。身所繫物和人女的身所繫物，以及與男子接觸者，

（犯）惡作。 
    在女人來接觸時即使有從事（性交？sevana）的意圖，在

身體不【37】動［努力］了而知道那接觸者；為了掙脱的目

的而碰觸女人者；非故意者（犯）；無（接觸之）念者；不

知者；不受樂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戒失壞。 
    此（戒）有五種構成要素：「人女、人女想、身相觸的

貪、以該貪而策勵、從事捉手等。」 
    等起等只與在第一他勝所說的相似。 
    （從做。    可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     不善心。          二受【※第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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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處。 
 
    “3. Yo pana bhikkhu, otinno viparinatena cittena, 
matugamam dutthullahi vacahi obhaseyya, yatha tam yuva 
yuvatim methunupasamhitahi, savghadiseso.” 
    （3.凡是比丘，以貪染轉變心，假如對女人說粗惡語，

如少男對少女（所說的）一樣，與淫欲相關者，（犯）桑嘎

地些沙。） 
    在第三：貪染和轉變心，當知為味（樂）著粗惡語的

貪。 
    「女人（matugamam）」－即有能力理解粗惡、非粗惡

特相的人女。 
    「以粗惡語（dutthullahi vacahi）」－即是以大便道、

小便道以及淫欲法相應［關］之語。 
    「假如說（obhaseyya）」－即假如説出。即是假如以讚

歎、污辱［毀呰］、乞、求、問、反問、說（因問而答）、

教（未問而教）、罵的各種方式説非正法語。 
    「如那（yatha tam）」－即是「在此的那」，只是不變

詞而已；即是少男對少女（yuva yuvatim）之意。以此而説

來顯示無疑的狀態。 
    「與淫欲相關者（methunupasamhitahi）」－以此粗惡

語來顯示達到學的特相。 
    「桑嘎地些沙（savghadiseso）」－以讚歎、污辱二
（大小便）道，或者以乞淫欲等，或者以妳是長陰唇女、妳

是兩道合女或妳是兩根的這三種其中之一的辱罵詞而對女人

説者，即（犯）僧初餘的罪聚之名。 
    在舍衛城，烏達夷（Udayi）開始，在説粗惡語的故事

制定。 
    非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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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女人，存女人想，乃至用手勢以所説的方式而説，假

如就在該剎那知解該義者，即（犯）僧初餘。在半擇咖［黃

門］，（犯）偷蘭遮；在半擇咖［黃門］存女人想者，

（犯）惡作。 
    一再地説者，以及以一語對眾多女人説者，以計算語數

和女人數而結罪（數）。 
    假如對女人説（粗惡語），而她不知解者，（犯）偷蘭

遮。 
    在對（女人的）眼以下、膝蓋以上而說讚歎等者，也

（犯）偷蘭遮。在半擇咖［黃門］，（犯）惡作。 
      在對眼以上、膝蓋以下和身所繫物而說讚歎等者，一

切處（女人、非人等，犯）惡作。 
    在講誦、法、教示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人女、人女想、味

著粗惡語的貪、以該貪而説和在該剎那知解。」 
    不與取等起。          由做（才犯）。 
    可由想而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二受。 
                 
                    第三學處。 
 
    “4. Yo pana bhikkhu, otinno viparinatena cittena, 
matugamassa santike attakamaparicariyaya vannam  
bhaseyya: “Etadaggam, bhagini, paricariyanam ya madisam, 
silavantam kalyanadhammam brahmacarim, etena 
dhammena paricareyya”ti, methunupasamhitena, 
savghadiseso.” 
    （4.凡是比丘，以貪染轉變心，假如在女人前為了以欲

供養自己而讚歎說：「賢妹，這最上的供養是：假如以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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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像我一樣的持戒、善法、梵行者。」與淫欲相關者，

（犯）桑嘎地些沙。） 
    在第四：貪染和轉變心，當知為以欲供養自己（的
貪）。 
    「在女人前（matugamassa santike）」－在説粗惡

（語）所説的種類之女人的近處。【38】 
    「為了以欲供養自己（attakamaparicariyaya）」－以
稱為淫欲法的欲供養，為以欲供養；為了自己而以欲供養，

為以欲供養自己。或者自己的欲、希求性為自己的欲；即是

以淫欲之貪而希求為自己的之意。自己的欲和她的供養為以

欲供養自己；而為了該以欲供養自己。 
    「假如説讚歎（vannam  bhaseyya）」－假如説明功

德、利益。 
    「這最上的（etadaggam）」等，即顯示該以欲供養自
己而説讚歎的方法。 
    在此這是文句結合的略義－凡像我一樣（ya madisam）
的離殺生為持戒（silavantam），離淫欲法為梵行

（brahmacarim），由這兩者為善法

（kalyanadhammam）。假如以此法供養（etena dhammena 
paricareyya）為假如喜樂，她可供養如此像我一樣者而供養

此人，而此供養是最上的。 
    「與淫欲相關者，（犯）桑嘎地些沙
（methunupasamhitena savghadiseso）」－即是在如此以欲
供養而説讚歎時，以及假如以：「這是值得的，妳可以給我

淫欲法」等而説淫欲相應之語者，他即（犯）僧初餘。 
    在舍衛城，烏達夷（Udayi）開始，在為了以欲供養自

己而説讚歎的故事制定。 
    非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在女人，存女人想，乃至用手勢以所説的方式，為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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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供養自己而説讚歎者，假如就在該剎那知解該義者，即

（犯）僧初餘；假如她不知解者，（犯）偷蘭遮。在半擇咖

［黃門］，半擇咖［黃門］想者，也（犯）偷蘭遮；在那

（半擇咖［黃門］）存女人想者，（犯）惡作。 
    為了以衣等物品之欲的供養而説讚歎者，以及瘋狂者等

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人女、人女想、以

欲供養自己的貪、以該貪而説讚歎和在該剎那知解。」 
    等起等只與在説粗惡（語）所說的相似。（不與取等起。 
    由做（才犯）。        可由想而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二受。） 
                      
                     第四學處。 
 
    “5. Yo pana bhikkhu sabcarittam samapajjeyya itthiya 
va purisamatim purisassa va itthimatim jayattane va 
jarattane va, antamaso tavkhanikaya’pi, savghadiseso.” 
    （5.凡是比丘，假如從事媒嫁，（傳）男子之情意向女

人，或女子之情意向男人，在成為妻子或情婦，乃至暫時

婦，也（犯）桑嘎地些沙。） 
    在第五：「媒嫁（sabcarittam）」－即遊走於男女之間

的情況。 
    「假如從事（samapajjeyya）」－即假如完全地在作受
語、往説和回報。 
    「或女人（itthiya va）」等乃是顯示從事的方法。 
    此中，「（傳）男子之情意向女人（itthiya va 
purisamatim）」－即是假如男子或他的父母派人把男子的情
意、意趣告訴女人之意。 
    「或女子之情意向男人（purisassa va itthima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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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假如女子或她的父母派人把女子的情意、意趣告訴男人

之意。 
    「在成為妻子或情婦（jayattane va jarattane va）」－
即是在成為妻子或情婦的狀態。 
    將男子的情意告訴女人時，説為妻子；或者只是把男子

的情意告訴女人時，説為妻子39。在未結（婚）的妻子狀態

為情婦或者為邪行的狀態。因此在（《律藏》的）文句解析

説：「『或成為妻子』即妳將成為妻子；『或成為情婦』即

妳將成為情婦。」以此方式，當知在將女子的情意告訴男

人，應當説：「你將成為丈夫、你將成為【39】情夫。」 
    「乃至暫時婦（antamaso tavkhanikaya’pi）」－是以一
切最極限而區分的。凡（即使只）在該剎那、在須臾同住

者，她即稱為暫時婦［剎那婦］，即是須臾婦之意。即使他

以：「妳將成為須臾婦」，如此而告訴男子的情意者，

（犯）僧初餘。以此方式，當知在以：「你將成為須臾

夫」，如此而把女子的情意告訴男人者，也犯僧初餘。 
    在舍衛城，烏達夷（Udayi）開始，在從事媒嫁的故事
制定。 
    「乃至暫時婦」，這是在此（學處的）隨制。 
    共制［共通制定］。 
    在「他受語、往説，而使弟子回報」，以此方式而有命

令的。 
    除了未離婚外，凡是把男子的情告訴某女人，即使是

（自己的）母親，而想要説：「（你告訴她説：）妳是財買

的妻子。」假如（前往而）以欲樂住婦等的其中之一種方式

而告訴；無論她是以：「善哉！」領受或未領受，他再回來

                                                 
39 這兩句在緬甸版為：`Purisassa hi matim itthiya arocento jayattane 

aroceti, itthiya matim purisassa arocento jarattane aroceti. '與巴利聖典協

會版有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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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派遣之處而回報，即犯僧初餘。她是否成為他的妻子，並

非此（犯罪的）原因。 
    假如未見那位遣告之女，（不得不）向其他人使轉告：

「請你告訴（她……）」，説了之後而回報，也犯（僧初

餘）。 
    （派遣者）派遣：「請你去告訴母護女！」（假如）前

往而告訴其他的父護女其中之一者，則成違背約定。 
    以身、語或兩者（表示）：「善哉。」而接受了男子或

女人之語，在告訴或使令告訴那位女人或男子後，再將其所

派遣的自己回報或使令他人回報者，也（犯）僧初餘。 
    如此有「受語、往説和回報」這三支達成（犯根本

罪）。從此凡有兩支，以及在半擇咖（黃門）三支，（犯）

偷蘭遮。只有一（支），（犯）惡作。 
    為了僧團、（佛）塔或生病者的事而前往者，以及瘋狂

者等無罪。 
    戒失壞。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凡在從事媒嫁、他
們是人類、非未離婚者（即已離婚或沒有婚姻關係者﹙na 
nalamvacaniyata﹚）、受語、往説和回報。」 
    有六種等起：不知所制（的此學處）40或離婚的狀態

者，在受取了以身體的變化之（所派遣的）教，同樣地只

（以身體的變化），同樣也只（以身體的變化）而回報者，

為從身等起。 
    在（派遣者）説：「某某將來，請你讓她知道（我的）

心（意）！」以某種而説時，在以：「善哉。」而領受了，

等（她）來了才告訴她，再等到那位來了才告訴（回報他）

者，沒有從身做任何事，為從語等起。 

                                                 
40 `Pannattin'ti, imam sikkhapadam'-KkvtT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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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語詞以「善哉。」受取（所派遣的）教後，以其它
事緣而到她家，在餘處或在前往之時看見了而將該事告訴

（她），再以其它事緣離開，在某時遇見了該男子而告訴他

者，也是從語等起。 
    未知制定（此學處）者，即使是漏盡者，在受取了父親

（所交代）的話去告訴已經離婚的母親：「請來照顧我的父

親！」說了而還報者，為從身語等起。以此而有三種無心的

等起。【40】 
    在知道那（制定的學處和離婚的狀態）兩者而以這三種

方式從事（媒嫁）者，這三種以知道兩者的心，為有心的。 
    由做（才犯）。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在此以善等有三心。 
    以樂等三受。 
                     
                    第五學處。 
 
    “6. Sabbacikaya pana bhikkhuna kutim  karayamanena, 
assamikam attuddesam, pamanika karetabba. Tatr’idam 
pamanam: Dighaso dvadasavidatthiyo sugatavidatthiya, 
tiriyam satt’antara. Bhikkhu abhinetabba vatthudesanaya. 
Tehi bhikkhuhi vatthum desetabbam anarambham 
saparikkamanam. Sarambhe ce bhikkhu vatthusmim 
aparikkamane sabbacikaya kutim kareyya bhikkhu va 
anabhineyya vatthudesanaya pamanam va atikkameyya, 
savghadiseso.” 
    （6.當比丘自行乞求，為自己（令）建造無（施）主的

小房時，當應量而建造。這裡的應量是：長以善逝張手的十

二張手［指距］，寬內部為七（張手）。應帶領諸比丘指示

（建）地，應由那些比丘指示無侵害、有環繞空間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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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假如比丘在有侵害、沒有環繞空間的地方自乞建造小
房，或未帶領諸比丘指示（建）地 ，或超過量者，（犯）

桑嘎地些沙。） 
    在第六：「自行乞求（sabbacikaya pana）」：此中，
自己乞求（sabbacika）是指由自行乞求而説。因此，「自行

乞求」即稱為由自己乞求；即是自己所乞求的［借用物］、

資具之意。 
    在此，凡是以斷根本而乞求他人所有物是不可以的；

（若）暫時的（借用），則是可以的。 
    為了道友做工而説：「請給男人！」是可以的；乞求男

性工人是可以的。男性工人是指木匠等由男人做的手工。在

説：「請給男工！」或「請給手工！」而乞求是可以的。而

手工是指沒有任何物品。因此，無論是否問：「尊者，您為

什麼而來呢？」都可以乞求（工人）。而（此）乞求之緣並

無過失。但獵人等自己的工作，則不應乞求。 
    「小房（kutim）」－是指在塗抹內部等其中之一。此
中，「塗抹內部」是指除了柱了、椽、門楣、門柱、窗戶、

煙孔等分類外，其餘的地方塗抹灰泥與牆壁相結合；在屋頂

（chadana）的內部塗抹了石灰或黏土。 
    「塗抹外部」是指只以説的方法而塗抹屋頂的外部。 
    而「塗抹內部和外部」即是塗抹了屋頂的內部和外部。 
    「令）建造（karayamanena）」－即是由自己建造或命
令（他人）建造。 
    「無（施）主（assamikam）」－即是沒有建造的施
主。 
    「為自己（attuddesam）」－即以：「這是我的住
房。」如此指出為自己的，即指出自己，而該指出自己［為

自己］。 
    「當應量而建造（pamanika karetabba）」－應當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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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尺量而建造。 
    「這裡的應量是（tatr’idam pamanam）」－對這小房
的尺量。 
    「長（Dighaso）」－即從長（一面的長度）。 
    「以善逝張手的十二張手［指距］（dvadasavidatthiyo 
sugatavidatthiya）」－此中，善逝張手是指現在中等男子的
三張手，即為木匠肘尺的一肘尺半。（在量之時，）是量小

房外面的牆壁（之長度），而不取最初所放的不黏土邊緣，

應當從穀殼團之邊的十二張手（的長度）來量。假如沒有穀

殼團，則以所塗抹完成的大黏土為界限。 
    「寬（tiriyam）」－即是廣［寬度；橫］。 
    「內部為七（張手）（satt’antara）」－不取牆壁的外

面，而是以內部之間的七個善逝張手來量而説。而且，在此

無論減長增寬或減寬增長，即使髮端之量也是不可以的，何

況兩者俱增。凡寬度為三肘尺或未滿四肘尺，即使長度為六

十肘尺【41】，只要該處的尺寸是床所無法廻轉的，而最邊
限（即寬度之間的長度）不到四肘尺寬，即不稱為小房，因

此是適合的。 
    「應帶領諸比丘指示（建）地（Bhikkhu abhinetabba 
vatthudesanaya）」－在整治乾淨了想要建造小房的地方

後，以在（《律藏》的）文句解析所説的方式向僧團乞求三

遍，應當帶領一切僧團所屬（的成員），或僧團差選的兩、

三位比丘到該處指示建地。 
    「應由那些比丘指示無侵害、有環繞空間的（建）地
（tehi bhikkhuhi vatthum desetabbam anarambham 
saparikkamanam）」－由沒有螞蟻等十三種（動物）的棲息
處，和種植七穀、七菜等十六種危害處為無侵害處；由兩隻

或四隻牛所架軛的牛車，一輪在林拔木的落水處，一輪在外

能夠廻轉，為有環繞空間。由那些比丘觀察後，假如僧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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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足夠四位比丘的話），就在該處；假如不夠，就前往僧

中，應由那位比丘乞求，而以白二羯磨指示建地。 
    「假如在有侵害（Sarambhe ce）」等，當知即以相反
的方法。 
    在阿拉威（Alavi），阿拉威（Alavika）的比丘們開始，
在建造小房的故事制定。 
    非共通制定。              有命令的。 
    以：「我將建造未經指示建地的過量小房」，從為了

（尋求）所需而前往森林開始，在一切加行［所作；方便；

努力］，（犯）惡作。在「現在還有兩團（黏土）就將完

成」，而塗上［施以］第一團者，（犯）偷蘭遮；假如只未

經指示建地或只過量而塗抹者，在塗上［施以］第二團，

（犯）一僧初餘和二惡作。在兩者都有［失壞］者，（犯）

二僧初餘和二惡作。」 
    假如未留門前的階梯［門檻］或窗戶而塗上黏土，當在

那（門前的階梯［門檻］或窗戶）還留著而未塗上時，則還

護著（不犯根本罪）；只要在塗抹而結合之時，即（犯）僧

初餘。 
    假如在留著之時，只塗上第一（團灰泥），而（第二團

灰泥）無間［時常］地留著，只在（塗上）第一（團）時，

即（犯）僧初餘。 
    只是有侵害，（犯）惡作；在無環繞空間也是同樣（犯

惡作）。 
    他人給與未完成的小房以及將地整平後而破壞者，建造
洞穴（lena-但未塗灰泥者）、屋（guha-磚、石、木所建造的房
子）、草小房（tinakuti）、葉覆（屋頂）的房子的其中之一

者；即使是小房，為了他人居住（而建造）者；除了住房

外，建造布薩堂等其中之一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戒失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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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學處）有這六或七種構成要素：「塗抹內部等其

中之一、有（達到）最小之量、未經指示建地、超過尺量、

為了自己而建造、住房、塗抹結合。」 
    六種等起。          由做和由做未做（而犯罪）。 
    在此由指定建地後而建造過量（的小房），為由做等

起；在未經指示（建地）而建造（過量的小房），為由做未

做等起。 
    其餘的只與在媒嫁（學處）所說的相似。（非由想得脱

（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六學處。 
 
    “7. Mahallakam pana bhikkhuna viharam 
karayamanena, sassamikam attuddesam, bhikkhu 
abhinetabba vatthudesanaya. Tehi bhikkhuhi vatthum 
desetabbam, anarambham  saparikkamanam. Sarambhe ce 
bhikkhu vatthusmim aparikkamane mahallakam viharam 
kareyya bhikkhu va anabhineyya vatthudesanaya, 
savghadiseso.” 
    （7.當比丘為自己（令）建造有（施）主的大住處時，

應帶領諸比丘指示（建）地，應由那些比丘指示無侵害、有

環繞空間的（建）地。假如比丘在有侵害、沒有環繞空間的

地方建造大住處，或未帶領諸比丘指示（建）地者，（犯）

桑嘎地些沙。） 
    在第七：「大的（mahallakam）」－從（沒有主人）為
自己乞求的小房；而在此是以有（施）主的情況為大的，為

大的（住處）。或者由於在指示建地後，即使超過尺量而建

造也是可以的，所以尺量的大為大的（住處）。由於那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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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的住處）有施主可得，因此為了顯示該義，在（《律

藏》的）文句解析如此説：「大的住處是指有（施）主的而

説。」 
其餘的一切與建造小房學處所説的相似，只是（在此學處

是）有（施）主的情況為其差別。 
    在憍賞彌，陳那（Channa）長老開始，在使令砍支提樹

（cetiyarukkham）的故事制定。 
    只是從未做等起，以及為（只有）一僧初餘的，是在此
（學處）的差別。 
    （在此（學處）有這六種構成要素：「塗抹內部等其中之一、達到

最小之尺量、未經指示建地、為了自己而建造、住房、塗抹結合。」） 
 
                   第七學處。 
 
   “8. Yo pana bhikkhu bhikkhum, duttho doso appatito, 
amulakena parajikena dhammena anuddhamseyya: ‘App’eva 
nama nam imamha brahmacariya caveyyan’ti, tato aparena 
samayena samanuggahiyamano va asamanuggahiyamano va, 
amulakabc’eva tam adhikaranam hoti bhikkhu ca dosam 
patitthati, savghadiseso.” 
    （8.凡是比丘對比丘惡瞋、不喜，假如以無根的帕啦幾

咖法毀謗：「或許以此我可能使他從梵行退墮。」從那之後

時，（無論）被檢問或未被檢問，那諍事只是無根的，以及

比丘住於瞋恚，（犯）桑嘎地些沙。） 
    在第八：「惡瞋（duttho doso）」－為被染污和污垢
的。在生起了瞋恚的人由瞋恚而被染污了，已捨斷了正常的

狀態，因此稱為「惡」。以及（由於）他染污、破滅他人，

因此稱為「瞋」。 
    如此「惡瞋」，是對一人而顯示其行相的種種性。 
    「不喜（appatito）」－為沒有喜，即是捨離、沒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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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喜樂等之義。 
    「以無根的（amulakena）」－凡責難者以未曾看見、

未曾聽聞、未曾懷疑而呵責人（犯罪）；沒有這些稱為見、

聞、疑的根，稱為無根。那（無根）由他已犯或未犯在此而

有無量。 
    以及此中的「未曾看見」是指未曾由自己的淨（肉）眼

或天眼所見。 
    「未曾聽聞」也是同樣的未曾（由自己的淨（肉）耳或
天耳所聞。 
    「未曾懷疑」是指未曾由自己或他人所見、聞、覺知，

而以思（心）懷疑。以如此的為以無根的。     
     「以帕啦幾咖（parajikena）」－以在適用於比丘的十
九種（他勝）的其中之一；在（《律藏》的）文句解析只取

從他勝誦所來的，而説：「以四（他勝）的其中之一。」 
    「假如毀謗（anuddhamseyya）」－即假如破壞、、摧
毀、攻擊、征服。而由於該毀謗由自己責難或使令他人責

難，因此在（《律藏》的）文句解析説：「他責難或使令責

難。」 
    在此，略説有：指出（罪）事、指出罪、拒絕共住和拒

絕恭敬四種責難。 
    在「指出（罪）事」是指以：「你曾從事淫欲法」等方
式而敘説。 
    「指出罪」是指以：「你犯了淫欲法的罪」等方式而敘

説。 
    「拒絕共住」是指以：「（我）不與你一起（行）布

薩、自恣或僧團羯磨」，如此敘説。到此尚未達到根本

［首；主題］，當在與「你非沙門」等語相結合時，才達到

根本［首］。 
    「拒絕恭敬」是指不做禮敬［問詢；最敬禮］、起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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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掌、和敬業和搧風等。在行依次頂禮等之時，未對一位行

（頂禮等），在作其餘時也應當了知。到此稱為呵責，但還

沒有【43】到達罪的根本。當在以：「你為什麼不對我行頂

禮等」而問時，當在與「你非沙門」等語相結合時，才達到

根本［首］。因此，凡比丘處在比丘的附近，以「你曾從事

淫欲法」或「你非沙門」等語，或只以手勢而闡明該義由自

己責難；或者令在家者、出家者而使令責難，這稱為誹謗。 
    「或許以此我可能使他從梵行退墮（app’eva nama nam 
imamha brahmacariya caveyyam）」－即或許以此，我可能
使此人從殊勝之行退去；「實在善哉！假如以此我使此人 
從梵行退墮」的意趣，而説：「假如毀謗」。取了此退墮的

目的，而排除了其餘的：怒罵的目的、羯磨的目的、出罪的

目的、遮布薩的目的、遮自恣的目的、檢問的目的和説法的

目的之七種目的。 
    「從那之後時（tato aparena samayena）」－凡在誹謗
之時，從那其餘之時。 
    「（無論）被檢問（samanuggahiyamano va）」－即檢
問者以：「你看見了什麼嗎？」等的方式而檢問、考察時。 
    「或未被檢問（asamanuggahiyamano va）」－即沒有
在以看見等某事，或者在以檢問者等某人而説之時。而這些

文句與後面的「以及比丘住於瞋恚」」相結合而説為：「如

此，無論被檢問或未被檢問，以及比丘住立於瞋恚，承認住

立之緣，（犯）僧初餘。」而且此乃就無根的情況，為了顯

示顯現之時而説，只在誹謗的剎那即犯罪。 
    「那諍事只是無根的（amulakabc’eva tam adhikaranam 
hoti）」－在此以沒有見根等，為無根的。由平息事件的情

況為諍事。凡運行平息有關之事、相關之緣的那諍事。在此

是指稱為他勝的罪諍事為意趣。 
    假如該諍事由見等根只是無根的，而這個來呵責的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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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處於瞋恚和住立之緣，在説之時他承認：「我所説的是虛

無的」等，那個比丘只在誹謗的剎那，即（犯）僧初餘。此

乃文句順次之義。 
    在王舍城，慈（Mettiya）和地生（Bhumajaka）比丘開
始，在以無根的他勝誹謗的故事制定。 
    共通制定。         有命令的。 
    對已受具足戒的清淨或不清淨之人以他勝責難，在知道

了「此人並未違犯」，以使退墮的目的：「尊者，請給我機

會，我想説那件事！」不給如此機會而呵責者，假如他（被

責難的比丘）只在該剎那知解：「他呵責我」，語語，

（犯）僧初餘和惡作。在給與機會後而呵責者，只（犯）僧

初餘。 
    以手勢等現前責難者，也只是同樣的方式。在不現前責

難者，並未達到根本［首］。【44】當自己處在附近而命令

其他比丘，那位（比丘）以該語詞責難他，令責難者也只以

所説的方法（犯）罪。又他以：「我曾看見、曾聽見、曾覺

知」而責難者，兩人都知道者，（兩人）同樣地（犯）罪。 
    若以怒罵的目的不給（解釋的）機會而説者，只以所説

的方式（犯）心墮落和惡作。在給與機會而説者，只（犯）

心墮落。 
    以羯磨的目的不現前而舉行七種羯磨者，只（犯）惡

作。 
    以出罪的目的，以：「你犯了某某罪，請懺悔該

（罪）！」而説者，以及遮止布薩或自恣者，並無給與機會

的事。當知遮止之田［生因］。 
    檢問者在以（入）該事：「你有這」，以檢問的目的而
説 者，並無給與機會的事。 
    説法者以：「凡做這和那（事）者，此非沙門」等方
法，未限定而説法者，並無給與機會的事。假如決定了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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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説：「如此如此之人非沙門、非烏帕薩咖［優婆塞］」

者，在下了座懺悔罪即可離去。 
    瘋狂者等無罪。 
    戒失壞。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凡責難或使令責難

那位被稱為：『已受具足戒者』，在他以清淨之想，以無見

等根的他勝而責難他，以退墮的目的而現前責難，以及他在

該剎那知解。」 
    等起等與不與取（等起）相似，而在此的受為苦

（受）。 
    （不與取等起。          由做才犯。 
     可由想而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第八學處。 
 
    “9. Yo pana bhikkhu bhikkhum, duttho doso appatito, 
abbabhagiyassa adhikaranassa kibci desam lesamattam 
upadaya parajikena dhammena anuddhamseyya: ‘App’eva 
nama nam   imamha brahmacariya caveyyan’ti, tato 
aparena samayena samanuggahiyamano va 
asamanuggahiyamano va, abbabhaiyabc’eva tam 
adhikaranam hoti koci deso lesamatto  upadinno bhikkhu ca 
dosam patitthati, savghadiseso.” 
    （9.凡是比丘對比丘惡瞋、不喜，假如取異分諍事的某

類似處，以帕啦幾咖法毀謗：「或許以此我可能使他從梵行

退墮。」從那之後時，（無論）被檢問或未被檢問，那諍事

只是取了異分的某類似處，以及比丘住於瞋恚，（犯）桑嘎

地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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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九：「異分（abbabhagiyassa）」等，即其他部分
的，或有異分存在為異分的。 
    「諍事（adhikaranam）」－當知支持，即是就所受持
的事物而説。凡生起把他的「沓婆麻拉子的名字」説成山

羊，他把此沓婆麻拉子尊者的部分、一部分、一邊之人類和

比丘的狀態，從那對其他的部分、一部分、一邊之畜生的生

類和山羊的狀態，或者他有異分存在，因此得了異分的稱

呼。 
    而且由於他們以：「我們取這（山羊）為沓婆麻拉子之

名」而説時，以取該名的想而支持為受持的事，因此，當知

為「諍事」。這乃關於：「是真的嗎，諸比丘，據説你們對

沓婆麻拉子以異分的諍事」41等所説。 
    然而這並非在諍論諍事等的其中之一。為什麼？不存在

的緣故。事實上，慈和地生（比丘）未曾在四種諍事當中的

某種異分諍事，取其某類似處；而且四諍事也沒有類似的名

稱。 
    生的類似等，是指人們的類似而説，而非諍論諍事等。

而且該「沓婆麻拉子」之名對那異分諍事情況所處的山羊

【45】某部分，只是能夠以他勝法來誹謗長老為部分。以及

在此有顯示和未顯示俗稱的「類似處（deso）」，在生等的
其中一種部分為此同義語。 
    在其它事物以撕破、固著而通稱為附著細小的，（這）
是類似處；而生等的其中一種部分為此同義語。 
    在（《律藏》的）文句解析，對假如取異分諍事的某類

似處，以帕啦幾咖法毀謗，由於該所生起之義明顯，所以未

解析該諍事，而是從共通之語由取其義而轉起四諍事。由於

那異分和該部分的不適當是諸持律者所應當了知的，所以在

                                                 
41 Vin.iii,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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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結束和以罪的異分來呵責可以顯現：「異分的諍事」説為

罪的異分或諍事的異分等。 
    其餘的抉擇論，只與在第八（學處）所説的相似。 
    而此是差別：這在取異分諍事的某類似處，以帕啦幾咖

法毀謗的故事制定。 
    以及在此以罪的異分責難，而存真實想者，也無罪。 
    以及在構成要素加上：「以異分的諍事取某類似處。」 
    （在此學處有這六種構成要素：「凡責難或使令責難那位被稱為：

『已受具足戒者』，在他以清淨之想，以異分的諍事取某類似處，以無

見等根的他勝而責難他，以退墮的目的而現前責難，以及他在該剎那知

解。」） 
 
                      第九學處。  
 
   “10. Yo pana bhikkhu samaggassa savghassa bhedaya 
parakkameyya bhedanasamvattanikam va adhikaranam 
samadaya paggayha tittheyya, so bhikkhu bhikkhuhi 
evamassa vacaniyo: “Ma, ayasma, samaggassa savghassa 
bhedaya parakkami bhedanasamvattanikam va adhikaranam 
samadaya paggayha atthasi. Samet’ayasma savghena, 
samaggo hi savgho, sammodamano avivadamano ekuddeso, 
phasu viharati”ti. Evabca so bhikkhu bhikkhuhi vuccamano 
that’eva pagganheyya, so bhikkhu bhikkhuhi yavatatiyam 
samanubhasitabbo tassa patinissaggaya. Yavatatiyabce 
samanubhasiyamano tam patinissajjeyya, icc’etam kusalam. 
No ce patinissajjeyya, savghadiseso.” 
    （10.凡是比丘，假如致力於破壞和合的僧團，或受持、

堅持、住立於導致破裂之事。諸比丘應如此勸告那位比丘：

「請尊者不要致力於破裂和合的僧團，或受持、堅持、住立

於導致破裂之事。請尊者與僧團和合。和合的僧團實是歡

喜、無諍、同一誦（戒）、安樂而住。」當諸比丘如此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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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比丘時，假如他同樣地堅持，諸比丘應勸告那位比丘三

次，為了（使他）捨棄。假如在三次的勸告時，他捨棄了，

此是善；假如不捨棄，（犯）桑嘎地些沙。） 
    在第十：「和合的僧團（samaggassa savghassa）」－
即融合的比丘僧團；即是心和身不別離之義。因此，在

（《律藏》的）文句解析説：「和合是指僧團同一共住和處

在同一界。」 
    同一共住是以同一心性而成由心不別離；處在同一界是

從與身和合而成由身不別離。 
    「假如致力於破壞（bhedaya parakkameyya）」－這假
如破壞是指什麼？即是假如為了分裂而努力。 
    「或導致破裂之事（bhedanasamvattanikam va 
adhikaranam）」－為了分裂僧團、導致分裂的原因。在這

場合，就如在：「欲的因、欲的緣、欲的事件」等，是以事

件的原因為目的。以那分裂所做的事，則有十八種。 
    「受持（samadaya）」－即執持了。 
    「假如堅持、住立（paggayha tittheyya）」－假如闡明
為了分裂那僧團，執取了導致可能產生分裂僧團的原因，以

及假如不捨棄。 
    「諸比丘應如此勸告那位比丘（bhikkhu bhikkhuhi 
evamassa vacaniyo）」－即他們現前他堅持、住立那（導致

分裂的事），或者聽聞：「在某某寺」，即使他前往了半由

旬之內［一切最極限］，也應當直接［無間］的以此：「請

尊者不要」等語而如此勸告。在看見了或聽見了而不勸告

者，（犯）惡作。 
    以及這裡的「不要（ma）」【46】字和「致力於

（parakkami）」和「住立（atthasi）」應當結合成：「不

要致力於、不要住立」。 
    「請尊者與僧團和合（samet’ayasma savghena）」－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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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尊者與僧團同行、會合，即是相同意見之意。是什麼原因

呢？即「和合的僧團實是……略……而住。」 
    此中，「歡喜（sammodamano）」－即是以互相的成
就而極佳、喜悦。 
    「無諍（avivadamano）」－即沒有：「這是法；這非
法」如此的諍論。 
    有同一誦為「同一誦（戒）（ekuddeso）」，即是一起
運行誦波提木叉之意。 
    「安樂而住（phasu viharati）」－即快樂而住。 
    如此即使在僧中各別地勸告三次而不捨棄者，（只犯）

惡作。 
    「如此那位（evabca so）」等，「應勸告
（samanubhasitabbo）」－即應當舉行勸諫羯磨。 
    「此是善（icc’etam kusalam）」－如此而捨棄此，對那
位比丘是善、安穩、平安的狀態。 
    「假如不捨棄，（犯）桑嘎地些沙（no ce 
patinissajjeyya, savghadiseso）」－在勸諫羯磨結束還不捨棄

者，（犯）僧初餘。 
    其餘的句義是容易瞭解的。 
    在王舍城，提婆達多（Devadatta）開始，在致力於分裂

僧團的故事制定。 
    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當舉行勸諫羯磨在白結束還不捨棄者，（犯）惡作；在

二羯磨（結束還不捨棄者，犯）二偷蘭遮；當在誦到了第三

羯磨語的：「凡不忍許［同意］者，他當説（yassa 
nakkhamati, so bhaseyya）」的「呷（yya）」時，該惡作和

那些（二）偷蘭遮即止息（去除），只留下（犯）僧初餘。 
    未被勸諫者、捨棄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戒失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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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戒）有四種構成要素：「致力於分裂、以如法羯磨

而勸諫、羯磨語結束，以及不捨棄。」 
    勸諫等起。           從做。     
    可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苦受。 
 
                   第十學處。 
 
   “11. Tass’eva kho pana bhikkhussa bhikkhu honti, 
anuvattaka, vaggavadaka, eko va dve va tayo va, te evam 
vadeyyum: “Ma, ayasmanto, etam bhikkhum kibci avacuttha. 
Dhammavadi c’eso bhikkhu vinayavadi c’eso bhikkhu 
amhakabc’eso bhikkhu chandabca rucibca adaya voharati, 
janati no bhasati amhakam’p’etam khamati”ti, te bhikkhu 
bhikkhuhi evamassu vacaniya: “Ma, ayasmanto, evam 
avacuttha. Na c’eso bhikkhu dhammavadi na c’eso bhikkhu 
vinayavadi. Ma ayasmantanam’pi savghabhedo ruccittha. 
Samet’ayasmantanam savghena, samaggo hi savgho, 
sammodamano avivadamano ekuddeso, phasu viharati”ti. 
Evabca te bhikkhu bhikkhuhi vuccamana that’eva 
pagganheyyum, te bhukkhu bhikkhuhi yavatatiyam 
samanubhasitabba tassa patinissaggaya. Yavatatiyabce 
samanubhasiyamana tam patinissajjeyyum, icc’etam kusalam. 
No ce patinissajjeyyum, savghadiseso.” 
    （11.（假如）有諸比丘是那位比丘的隨順者、說別眾

者，一、二或三位，他們可能如此說：「請尊者們不要對那

位比丘任何論說。那位比丘是法說者、那位比丘是律說者，

以及那位比丘，他取我們所欲和所喜愛而說，他知我們而

說，那是我們所忍可的。」諸比丘應如此勸告那些比丘：

「請尊者們不要如此說，那位比丘不是法說者，而且那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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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不是律說者。請尊者們不要也喜樂於破裂僧團。請尊者們

與僧團和合，和合的僧團實是歡喜、無諍、同一誦（戒）、

安樂而住。」當諸比丘如此勸告那些比丘時，假如他們同樣

地堅持，諸比丘應勸告那些比丘三次，為了（使他們）捨

棄。假如在三次的勸告時，他們捨棄了，此是善；假如不捨

棄，（犯）桑嘎地些沙。） 
    在第十一：「（假如）有那位（tass’eva kho pana）」－
凡是致力於分裂僧團的那位（比丘）。 
    「隨順者（anuvattaka）」－取其所見、所忍、所喜而

隨行之。 
    説［主張］別眾、不和合一方［邊］之語者，為「說

［主張］別眾者（vaggavadaka）」。 
    由於不應對三（位）以上（的比丘行）羯磨，不得僧團

對僧團（行）羯磨，所以説：「一、二或三位（eko va dve 
va tayo va）」。 
    「他知我們（janati no ）」－他知道我們的欲等。 
    「他説（bhasati）」－他與我們一起説：「我們如此

做。」 
    「那是我們所忍可的（amhakam’p’etam khamati）」－
凡是他所做的，我們也喜樂於那（件事）。 
    「請尊者們與僧團和合（samet’ayasmantanam 
savghena）」－即是請尊者們的心與僧團一起結合、會合、
達到同一的狀態而説。 
    其餘的句義是容易瞭解的，這裡的抉擇論只與第十（學

處）所説的相似。 
    此是差別：這（學處）在王舍城，眾多比丘開始，
【47】在隨順提婆達多的致力於分裂僧團之故事制定。 
    以及構成要素在那裡的致力於（分裂僧團），而在這裡

為隨順，應如此理解。 



                                            疑惑度脱 

89 

（此（戒）有四種構成要素：「隨順於（分裂僧團）、以如法羯磨而勸

諫、羯磨語結束，以及不捨棄。」 
    勸諫等起。           從做。     
    可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苦受。） 
 
                   第十一學處。 
 
    “12. Bhikkhu pan’eva dubbacajatiko hoti 
uddesapariyapannesu sikkhapadesu bhikkhuhi 
sahadhammikam vuccamano attanam avacaniyam karoti: 
“Ma  mam, ayasmanto, kibci avacuttha kalyanam va 
papakam va, aham’p’ayasmante na kibci vakkhami kalyanam 
va papakam va. Viramath’ayasmanto, mama vacanaya”ti, so 
bhikkhu bhikkhuhi evamassa vacaniyo: “Ma, ayasma, 
attanam avacaniyam akasi, vacaniyamev’ayasma attanam 
karotu. Ayasma’pi bhikkhu vadetu sahadhammena 
bhikkhu’pi ayasmantam vakkhanti sahadhammena, evam 
samvaddha hi tassa Bhagavato parisa, yadidam: 
abbamabbavacanena, abbamabba- vutthapanena”ti. Evabca so 
bhikkhu bhikkhuhi vuccamano that’eva  pagganheyya, so 
bhikkhu bhikkhuhi yavatatiyam samanubhasitabbo tassa 
patinissaggaya. Yavatatiyabce samanubhasiyamano tam 
patinissajjeyya, icc’etam kusalam. No ce patinissajjeyya, 
savghadiseso.” 
    （12. （假如）有生性難受勸告的比丘，當諸比丘以在

屬於誦的諸學處如法勸告時，他使自己不受勸告（地說）：

「請尊者們不要勸告我任何善或惡的，我也將不會勸告尊者

們任何善或惡的，請尊者們停止勸告我！」諸比丘們應如此

勸告這位比丘：「請尊者不要使自己不受勸告，請尊者使自

己能受勸告。請尊者如法地勸告諸比丘，比丘們也將如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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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告尊者，如此世尊的（僧）眾得以增長，這即是─以互相
勸告、互相出罪。」當諸比丘如此勸告那位比丘時，假如他

同樣地堅持，諸比丘應勸告那位比丘三次，為了（使他）捨

棄。假如在三次的勸告時，他捨棄了，此是善；假如不捨

棄，（犯）桑嘎地些沙。） 
    在第十二：「生性難受勸告（dubbacajatiko）」－即是
難受語性、不可能（接受）所説［勸告］之意。 
    「在屬於誦的（uddesapariyapannesu）」－在屬於誦
（戒）中來的；即是「凡是有罪者，他應當發露」，如此存

在於波提木叉中之意。 
    「如法勸告時（sahadhammikam vuccamano）」－即以
如法而勸告之時。於所作義，這是對格。即是以五（出家）

同法者的應學性，或那些「如法的」所有性；即以佛陀所制

定的學處所得之名而勸告之意。 
    「請尊者們停止勸告我（viramathayasmanto mama 
vacanaya）」－凡勸告我的話，請停止從那話（勸告）我，
即是請不要以該話勸告我而説。 
    「請如法地勸告（vadetu sahadhammena）」－即是請
以如法的學處，或請以其它導至端正的如法之語而勸告。 
    「這即是（yadidam）」－（這是）顯示增長因義的不

變詞。凡是以這互相的利益之語和使出罪，為「以互相勸

告、互相出罪（abbamabbavacanena 
abbamabbavutthapanena）」。 
    「如此世尊的（僧）眾得以增長（evam samvaddhahi 
tassa bhagavato parisa）」－如此乃是顯示（僧）眾增長的
原因。 
    其餘的句義是容易瞭解的，（這裡的）抉擇論也只與第

十（學處）所説的相似。 
    此是差別：這（學處）在憍賞彌（Kosambi），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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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a）長老開始，在作不受勸告的故事制定。 
    以及構成要素在那裡的致力於（分裂僧團），而在這裡

為作不受勸告，應如此理解。 
（此（戒）有四種構成要素：「作（使自己）不受勸告、以如法羯磨而

勸諫、羯磨語結束，以及不捨棄。」 
    勸諫等起。           從做。     
    可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苦受。） 
 
                   第十二學處。 
 
    “13. Bhikkhu pan’eva abbataram gamam va nigamam va 
upanissaya viharati, kuladusako papasamacaro, tassa kho 
papaka samacara dissanti c’eva suyyanti ca kulani ca tena 
dutthani dissanti c’eva suyyanti ca, so bhikkhu bhikkhuhi 
evamassa vacaniyo: “Ayasma kho kuladusako papasamacaro, 
ayasmato kho papaka samacara dissanti c’eva suyyanti ca 
kulani c’ayasmata dutthani dissanti c’eva suyyanti ca. 
Pakkamat’ayasma imamha avasa. Alan’te idha vasena”ti. 
Evabca so bhikkhu bhikkhuhi vuccamano te bhikkhu evam 
vadeyya: “Chandagamino ca bhikkhu dosagamino ca 
bhikkhu mohagamino ca bhikkhu bhayagamino ca bhikkhu. 
Tadisikaya apattiya ekaccam pabbajenti ekaccam na 
pabbajenti”ti, so bhikkhu bhikkhuhi evamassa vacaniyo: 
“Ma, ayasma, evam avaca. Na ca bhikkhu chandagamino na 
ca bhikkhu dosagamino na ca bhikkhu mohagamino na ca 
bhikkhu bhayagamino. Ayasma kho kuladusako 
papasamacaro, ayasmato kho papaka samacara dissanti c’eva 
suyyanti ca kulani c’ayasmata dutthani dissanti c’eva 
suyyanti ca. Pakkamat’ayasma imamha avasa. Alan’te idha 
vasena”ti. Evabca so bhikkhu bhikkhuhi vuccamano that’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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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ganheyya, so bhikkhu bhikhuhi yavatatiyam 
samanubhasitabbo tassa patinissaggaya. Yavatatiyabce 
samanubhasiyamano tam patinissajjeyya, icc’etam kusalam. 
No ce patinissajjeyyjeyya , icc’etam kusalam. No ce 
patinissajjeyya, savghadiseso.” 
    （13. （假如）有比丘是污家、惡行者，依止某村或鎮

而住。他的惡行被見且被聽聞，而且他所污的諸家被見且被

聽聞。諸比丘應如此勸告那位比丘：「尊者實是污家、惡行

者。尊者的惡行被見且被聽聞，以及尊者所污的諸家被見且

被聽聞。請尊者離開此住處，你在這裡已經住夠了。」當諸

比丘如此勸告那位比丘時，假如（他）對那些比丘如此說：

「諸比丘是隨欲者、諸比丘是隨瞋者 、諸比丘是隨癡者，

以及諸比丘是隨怖者。對同樣的罪，他們驅出一些（人），

不驅出一些（人）。」諸比丘應如此勸告那位比丘：「請尊

者不要如此說，諸比丘不是隨欲者、諸比丘不是隨瞋者 、
諸比丘不是隨癡者，以及諸比丘不是隨怖者。尊者實是污

家、惡行者。尊者的惡行被見且被聽聞，而且尊者所污的諸

家被見且被聽聞。請尊者離開此住處，你在這裡已經住夠

了。」當諸比丘如此勸告那位比丘時，假如他同樣地堅持，

諸比丘應勸告那位比丘三次，為了（使他）捨棄。假如在三

次的勸告時，他捨棄了，此是善；假如不捨棄，（犯）桑嘎

地些沙。） 
    在第十三：「村或鎮（gamam va nigamam va）」－在
此，城市也包括在村中。 
    「依止而住（upanissaya viharati）」－這裡以執著於衣

等之緣，依止那而住。 
    以施與花等而破壞人們的信（心）而污損諸家，為「污

家者（kuladusako）」。 
    有種植小花樹等惡行，為「惡行者

（papasamac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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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比丘（so bhikkhu）」－那位污家的比丘。 
    「尊者實是污家…略…你在這裡已經住夠了（ayasma 
kho kuladusako...pe... alam te idha vasena）」－以此顯示適
合［應］與驅出羯磨。 
    對做了驅出羯磨者，凡對其在村或鎮和所住的寺院做了

污家羯磨，他就不可以在那個村或鎮行走，也不可以在那座

寺院居住。 
    「如此那位比丘（evabca so bhikkhu）」－當中的「那
位」，是已做了驅出羯磨的意趣。 
    以欲而行，為「隨欲者（chandagamino）」。其餘的也
是以此方法（來理解）。 
    「那位比丘（so bhikkhu）」－那位（比丘）以「隨欲
【48】」等説時。如此勸告乃是為了令捨棄其語，而非為了

以污家羯磨來防止（其）污家，他該犯的罪先前已犯。 
    若如此個別地在僧中勸告時而不捨棄者，（則犯了）另

外的惡作。 
    「如此那位（evabca so）」－等先前已説和未説的一切

是容易瞭解的。 
    （這裡的）抉擇論也只與第十（學處）所説的相似。 
    此是差別：這（學處）在舍衛城，阿薩寂（Assaji）
（和）普那跋束迦比丘（Punabbasuka）開始，在以隨欲等惡

（行）的故事制定。 
    以及構成要素在那裡的致力於（分裂僧團），而在這裡

為以隨欲等惡（行），應如此理解。 
（此（戒）有四種構成要素：「以欲等惡（行）、以如法羯磨而勸諫、

羯磨語結束，以及不捨棄。」 
    勸諫等起。           從做。     
    可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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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學處。 
 
    “Uddittha kho, ayasmanto, terasa savghadisesa dhamma, 
nava pathamapattika cattaro yavatatiyaka. Yesam bhikkhu 
abbataram  va abbataram va apajjitva yavatiham janam 
paticchadeti tavatiham tena bhikkhuna, akama, 
parivatthabbam. Parivutthaparivasena bhikkhuna uttarim 
charattam bhikkhumanattaya patipajjitabbam. Cinnamanatto 
bhikkhu yattha siya visatigano bhikkhusavgho tattha so 
bhikkhu abbhetabbo. Ekena’pi ce uno visatigano 
bhikkhusavgho tam bhikkhum abbheyya so ca bhikkhu 
anabbhito te ca bhikkhu garayha. Ayam tattha samici. 
        Tatth’ayasmante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Du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Ta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Parisuddh’etth’ayasmanto, tasma tunhi. Evametam 
dharayami’ti.” 
    （尊者們，已經誦（出）十三桑嘎地些沙法了，九

（戒）最初（即成）罪，四（戒）到三次的（勸告才成

罪）。凡是比丘犯了其中之一，他知而覆藏幾日，（即使）

那位比丘沒有欲願，（也）應依其日數別住。已住了別住的

比丘應更加行六夜，為了比丘摩那埵。行了摩那埵的比丘，

何處有二十眾比丘僧，就應在該處為那位比丘出罪。假如未

滿二十眾的比丘僧為該比丘出罪，即使（才少）一位，那位

比丘也未出罪，而且那些比丘應受呵責。此在這裡是如法。 
    在此我問尊者們：「在此是否清淨？」 
    第二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第三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在此尊者們是清淨的，因此默然。此（事）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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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持。） 
    「已經誦（出）…略…此（事）我如此（憶）持
（uddittha kho...pe...evametam dharayami）」－此中，那些
在最初即（犯）罪，為「最初（即成）罪

（pathamapattika）」。即是只在最初違犯的剎那即犯之
意。 
    其它的如「在有第三和第四天」，在這裡稱為「第三

的、第四的」；如此有到第三次的勸諫羯磨，當知為「到三

次的（勸告才成罪）（yavatatiyaka）」。 
    「幾日（yavatiham）」－即是有多少天。 
    「他知而覆藏（janam paticchadeti）」－在他明知時而
覆藏。 
    這裡，此覆藏特相的本母為：「有罪和有罪想；清淨和

清淨想；無障難和無障難想；能夠和能夠想；以及有想覆藏

和他覆藏。」 
    此中，「有罪和有罪想」即是凡犯了十三（僧初餘）之

一罪。而且在此他以（罪）事：「諸比丘，這是不適當

的。」或者以（罪）名：「這是某某罪。」有了罪想之後

（而想）：「今天我將不告訴任何人該（犯罪的事）。」如

此以想覆藏而放下責任，到了明相昇起時就成了覆藏罪。 
    假如在此他存無罪想、其它罪聚想或疑者，則不成覆

藏。 
    「清淨」－即（所告訴的比丘）為未被舉罪的同一共住
者。假如他存著（那位比丘是）清淨想後，以所説的方式而

覆藏，即成為覆藏了。 
    「無障難」－凡是在王、賊、火、水、人、非人、野
獸、爬蟲類、生命和梵行十種障難中連一種也沒有；假如他

以無障難想而覆藏，即成為覆藏。 
    「能夠」－凡是可能前往比丘之前，並且可以告白；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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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以能夠想而覆藏，即成為覆藏。 
    「有想覆藏和他覆藏」這是容易瞭解的。 
    即使假如他在見［發現］了（犯）同分［共通］（罪）

後（想）：「這位是我的戒師（和尚 upajjhaya）或阿闍梨

（acariya）」，由於羞恥而不告白，也成了覆藏。 
    戒師等的情況在這裡是無量的，而只是同分［共通］是

（有）量的。 
    這是對「他知而覆藏」的文句簡略的抉擇該義。【49】 
    「依其日數（tavatiham）」－即那麼多天；從覆藏的那
天算起，直到告白的那天，以有多少天、半月、月、年，凡

所經過的時間，即是那麼多時間之意。 
    「（即使）沒有欲願，（也）應別住（akama 
parivatthabbam）」－即並非以欲願、並非以自在；又實非
以欲願、非以自在應受持別住而住。 
    這裡有：覆藏別住、清淨邊別住和合一別住三種別住。 
    此中，「覆藏別住」為依所覆藏的罪（之天數），應給

與（別住）。有覆藏一日罪，有覆藏二日（罪）；有一罪，

有二、三或更多（罪）。 
    因此，在施與覆藏別住之時，首先在了解所説的方式之

覆藏情況後，從那觀察覆藏的天（數）和罪（數）。假如是

（犯了）一（罪）覆藏了一天，以：「尊者們，我犯了一故

意出精罪，覆藏一日」（等），如此地乞求別住後，應以在

〈犍度〉而來的方法，宣説了羯磨語而給與別住。 
    又當覆藏了二日、三日等，以：「覆藏二日、覆藏三

日、覆藏四日、覆藏五日……略……覆藏十四日」，如此直
到十四日，應以日而作結合。而當在覆藏了十五日，則應

以：「覆藏半月」而作結合。從此乃至（覆藏了）第二十九

日，則應以：「覆藏超過半月」（來結合）。從此以：「覆

藏（一個）月、覆藏超過（一個）月、覆藏兩個月、覆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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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兩個月、覆藏三個月……略……覆藏超過十一個月」，應
如此作結合。 
    在滿（一）年，（應以）：「覆藏一年」（而作結

合）。從此之後，以：「（覆藏）超過一年、兩年，如此乃

至（覆藏）六十年、覆藏超過六十年。」或者即使從此更

多，也應説出而作結合。 
    假如有二、三或更多的罪，就如在「一罪」所説的，應

如此説：「二罪；三罪」。從此之後，（即使犯）有（一）

百或（一）千（罪），而説「眾多」也是可以的。 
    即使在不同的（罪）事，以：「尊者們，我犯了眾多僧

初餘罪，（犯了）一出精、一身相觸、一粗惡語、一以欲

（供養）自己、（和）一作媒（罪），覆藏了一日」，如此

以算數。 
    或者以：「尊者們，我犯了眾多僧初餘罪，（犯了）不

同（罪）事，覆藏了一日」，如此以稱出（罪）事。 
    或者以：「尊者們，我犯了眾多僧初餘罪，覆藏了一

日」，如此只以名而應當作結合。 
    這裡有兩種名：同級共通和一切共通。 
    當中，「僧初餘」為同級共通；「罪」為一切共通。 
    因此，以：「我犯了眾多罪，覆藏一日」，以如此一切

共通之名【50】而説也是適當的。 
    以此（罪）事、姓、名和罪來行毘尼［律］羯磨也是可

以的。 
    此中，「出精」為（罪）事和姓；「僧初餘」為名和

罪。 
    當中，即使以「出精、身相觸」等語，以「不同（罪）

事」之語為取了名和罪；即使以「僧初餘」之語，以「罪」

之語為取了名和罪。因此，應以這些當中的某種來行羯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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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羯磨語結束時，假如是少比丘的住處，能夠在不犯夜

斷［破夜］而住，則就在那裡應當以：「我受持別住，我受

持義務」，三次而受持。受持而在那裡對僧團告白後，每當

有比丘們到來，應該告白而不使破義務和破夜來行別住。 
    假如不可能清淨地行別住，而想放下義務而住，只在那

裡的僧中，或者在一人（比丘）之前，以：「我放下別住，

我放下義務」，應（如此）放下別住。在此即使才一句

［遍］也成為放下別住，兩句［遍］也成為善放下（別

住），在受持也是以此方式。 
    從放下（別住）之時開始，他就處在清淨［正常比丘］
之處。 
    又在清晨時，與一位比丘一起，從有圍寺院的圍牆，從
無圍（寺院）的適合圍牆處之超過兩個投土塊所及處，從大

道以灌木叢或籬笆而入，坐在覆蓋之處，應在明相之內［明

相出之前］告白而受持義務。凡當看見其他比丘時，也應當

向他告白。 
    當在明相昇起後，即可在他（那位比丘）之前放下義務
而前往寺院。假如在明相（昇起）之前，他（那位比丘）有

某事緣而離開了，（這個行別住的比丘）在前往寺院時，當

他看見了所有一切的第一位比丘，就應當向他告白而放下

（義務）。如此觀察後，應當住到夜數滿足。 
    這只是簡略地抉擇覆藏別住，詳細當知以在《普端嚴》

－《毘奈耶》的註釋所説的方法。 
    在其餘的兩種：「當他不知道罪數，他不知道夜數」，

這在〈犍度〉的故事所聽許的，稱為清淨邊別住。那（清淨

邊別住）有小清淨邊和大清淨邊兩種。而兩種對這夜的區分

（夜數），應當給與完全或有些不知、不記得和在此懷疑

者。但對罪數，在他能夠知道或不能夠（知道）：「我犯了

多少罪」，則非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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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給與的方法是從〈犍度〉而來的，詳細的抉擇論（當

知）在《普端嚴》所説。 
    其餘的稱為合一別住。那（合一別住）有除去合一、等
日［價值］合一和複合合一三種。 
    此中，「除去合一」－是指犯了中間罪而覆藏者（在行

別住中再度犯某僧初餘罪），除去、抹掉其已別住的日

（數）【51】以前面（所犯的）罪之根本日數為限定，與後

面所犯的罪合一（相加）給與別住而説。 
    「等日合一」－是指在眾多罪當中，凡是對一、二、三
或眾多罪覆藏了一樣［切］久（sabbacira）42，將它們的日數

合一，以它們的夜數來區分，其餘覆藏較少的罪也應當施與

別住而説。 
    「複合合一」－是指應當將不同（罪）事的罪合一後施

與別住而説。 
    這只是三種合一別住的略述［論］，詳細（當知）在

《普端嚴》所説。 
    這乃是「應別住」之句的抉擇論之入門。 
    「更加行六夜（uttarim charattam）」－從行了別住

（後）再加六夜。 
    「為了比丘摩那埵（bhikkhumanattaya）」－為了尊

敬、為了滿意諸比丘（使諸比丘滿意）而説。 
    「應行（patipajjitabbam）」－應當奉行。 
    這摩那埵有覆藏和未覆藏兩種。 
    此中，對未覆藏罪者，當不給他別住而只施與摩那埵，

這即是「不覆藏的摩那埵」。對有覆藏（罪）者，應在他別

住結束時而施與摩那埵，（這）稱為「覆藏的摩那埵」。此

即是這裡的意趣。 

                                                 
42 如所有的罪都覆藏十日，則只須別住十天。（KkvtT2.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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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兩種給與的方法和抉擇論當知以在《普端嚴》所説

的方法。在此這是要略：假如放下了這（行摩那埵的）義

務，在清晨時他可以去受持，最少［一切最極限］與四位比

丘在一起，前住在別住所説的方式、地方後，受持：「我受

持摩那埵，我受持義務」，對他們告白後，從此，在他們去

或來，應當以前面（所説）的方法奉行。 
    「何處有二十眾（yattha siya visatigano）」－此中，有
二十僧眾為「二十眾」。 
    「該處（tattha）」－該處以最少［一切最極限的區

分」有二十眾比丘僧之處。 
    「應為出罪（abbhetabbo）」－應對來（abhi-
etabbo）、應領受；即是應以出罪羯磨（為他）解罪而説。

或者為應呼請［喚入］之意。而巴利（聖典）的出罪羯磨

（之抉擇，當知）【※在〈犍度〉巴利的出罪羯磨之抉擇

※】在《普端嚴》所説。 
    「未出罪（anabbhito）」－尚未出罪、未領受；即是

（等於）未作出罪羯磨而説。或者為尚未呼請［喚入］之

意。 
    「而且那些比丘應受呵責（te ca bhikkhu garayha）」
－凡是知道了未滿的情況而使出罪者，那些比丘應被呵責；

即是有違越、有過失而犯惡作（罪）之意。 
    「此在這裡是如法（ayam tattha samici）」－這在這裡

是隨（順）法性、隨了出世間法而行，隨順教誡的正當之法

性。 
    其餘的（解釋）只是所説的方法而已。 
 
        ※在《疑惑度脱》－波提木叉的註釋，僧初餘的註

釋已結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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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e kho pan’ayasmanto, dve aniyata dhamma uddesam 
agacchanti. 
    1. Yo pana bhikkhu matugamena saddhim eko ekaya 
raho paticchanne asane, alamkammaniye, nisajjam kappeyya, 
tamenam saddheyyavacasa upasika disva tinnam 
dhammanam abbatarena vadeyya, parajikena va 
savghadisesena va pacittiyena va, nisajjam bhikkhu 
patijanamano tinnam dhammanam abbatarena karetabbo, 
parajikena va savghadisesena va pacittiyena va. Yena va sa 
saddheyyavacasa upasika vadeyya tena so bhikkhu karetabbo. 
Ayam dhammo aniyato.” 
    （尊者們 ， 誦出這二不定法來。 
    1. 凡是比丘，假如單獨與一女人在祕密屏覆，堪能（行

淫）的座位共坐，如果那（件事）被可信語的烏帕希咖看見

後，以帕啦幾咖、桑嘎地些沙或帕棄替呀三法中隨一而說。

承認（共）坐的比丘，應以帕啦幾咖、桑嘎地些沙或帕棄替

呀三法中隨一而懲治，或假如那位可信語的烏帕希咖說，應

以那而懲處那位比丘，這是不定法。） 
    在不定誦：「這些（ime kho pana）」等只是所説的方

法。 
    「女人（matugamena）」－即使當天出生正活著的人
女。 
    「單獨與一（eko ekaya）」－一個比丘和稱為女人的一

個女性在一起。 
    「祕密（raho）」－是指眼睛的祕密；即使有耳朵的祕
密是在巴利（《律藏》聖典）而來的，但只有眼睛的祕密是

這裡（第一不定）「祕密」的意趣。 
    假如門是關著，即使在房門（外）坐有有識的男子，也

非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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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比丘和女人所坐之處）可以看見，在（他們的）十

二肘尺之內的地方坐著有眼的（男子），即使（那位有識男

子的）心散亂或睡眠（打瞌睡）也無罪。 
    （有識男子）為眼盲者，即使站在近處也非無［有］

罪。 
    即使（有識男子）為有眼者，在他躺下而睡眠時，並非

無［有］罪。 
    即使有一百個女人在場，也非無［有］罪。以此而説：

「祕密」是指眼睛的祕密。 
    「在屏覆的座位（paticchanne asane）」－在牆等所覆
蓋的場所。 
    「堪能（行淫）（alamkammaniye）」－堪忍、適合為
堪任；能夠、足以堪任的狀態為堪能，在那堪能（的情

況）。凡在能夠違犯［行淫］之時，而能夠做該事之意。 
    「假如坐（nisajjam kappeyya）」－即假如坐下、假如
坐之意。而且在此臥，也是在坐所攝。 
    「可信語（saddheyyavacasa）」－即應當相信之語；即
是聖弟子［聲聞］之意。 
    「承認（共）坐的比丘（nisajjam bhikkhu 
patijanamano）」－當有某如此的烏帕希咖（在家女居士）

看見了而説時，而且只在（那個）比丘承認（共）坐時才以

三法中隨一而懲治，而非不承認之意。 
    「或以她（yena va sa）」－在（比丘和女人）坐著等行

相時，假如那位烏帕希咖（在家女居士）以那行相而控告

（比丘和女人）在一起行淫時，只應當在那位比丘承認時才

（以該罪）懲治，而不是只是採用如此的烏帕希咖（在家女

居士）的話之行相來懲治之意。為什麼呢？因為所看到的即

使是事實，但也有其它的情況。 
    「這是不定法（ayam dhammo aniyato）」－凡所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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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或（罪）事有三種罪，應當以他（所承認的）來懲治而

（罪）不定。 
    在舍衛城，烏達夷（Udayi優陀夷）長老開始，在與女

人一起在所説方式之座位共坐的故事制定。 
    非共制［不是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以稱為依於淫欲法的煩惱，在想前往樂著秘密（處）的

女人之前而從塗眼藥等開始，在一切方便［努力］，（犯）

惡作（罪）。 
    到達後在（比丘）所坐之處女人能夠坐下；或者在她所

坐之處他能夠坐下；或者只在不前不後兩人能夠（同時）坐

下，在兩人坐下時，（犯）心墮落（罪）。 
    假如從事身相觸或淫欲，則應當依該（事）而懲治。 
    躺臥也是以此（坐）的方法。 
    在有所説方式的男子臥下而未睡著者；在有未盲的有識

男子來到近行處者；站立者；未期望秘密者；以及有其它事

緣而坐下者無罪。對瘋狂者等即使在三種罪，也是無罪的。 
    有戒失壞，有行失壞。【53】 
    凡在他所承認的罪，當知由那（條戒）來區分構成要

素。 
    等起等，只與第一他勝相似。 
 
                   第一不定學處。 
 
    “2. Na h’eva kho pana paticchannam asanam hoti, 
nalamkammaniyam, alabca kho hoti matugamam dutthullahi 
vacahi obhasitum; yo pana bhikkhu tatharupe asane 
matugamena saddhim eko ekaya raho nisajjam kappeyya, 
tamenam saddheyyavacasa upasika disva dvinnam 
dhammanam abbatarena vadeyya, savghadisesena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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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ttiyena va, nisajjam bhikkhu patijanamano dvinnam 
dhammanam abbatarena karetabbo, savghadisesena va 
pacittiyena va. Yena va sa saddheyyavacasa upasika vadeyya 
tena so bhikkhu karetabbo. Ayam’pi dhammo aniyato.” 
    （2. （假如）不堪能（行淫），不是屏覆的座位，但能

夠對女人說粗惡語。凡是比丘在那樣的座位，假如單獨與一

女人祕密地共坐，如果那（件事）被可信語的烏帕希咖看見

後，以桑嘎地些沙或帕棄替呀二法中隨一而說。承認（共）

坐的比丘，應以桑嘎地些沙或帕棄替呀二法中隨一而懲治，

或假如那位可信語的烏帕希咖說，應以那而懲處那位比丘，

這也是不定法。） 
    在第二：凡是有有識而未盲、未聾的女人或男子站著或

坐在十二肘尺之內的地方，即使散亂或睡眠［打瞌睡］也無

罪。 
    在有聾者即使是有眼者，或有盲者即使未聾（在場），

也非［是有］無罪。    
    減去了他勝罪，而是所説的粗惡語罪，此是（和上戒

的）差別。 
    其餘的當知只以前面的方式。 
    等起等，只與不與取（學處）相似。 
 
                   第二學處。 
 
    “Uddittha kho, ayasmanto, dve aniyata dhamma. 
    Tatth’ayasmante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Du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Ta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Parisuddh’etth’ayasmanto, tasma tunhi. Evametam 
dharayami’ti.” 
    （尊者們，已經誦（出）二不定法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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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問尊者們：「在此是否清淨？」 
    第二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第三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在於此尊者們是清淨的，因此默然。此（事）我如此
（憶）持。） 
    「已經誦（出）了（uddittha kho）」－等一切處，當知

只以所説的方法。 
    
             ※不定註釋已結束。 
 
 
    “Ime kho pan’ayasmanto, timsa nissaggiya pacittiya 
dhamma uddesam agacchanti.  
    1. Nitthitacivarasmim bhikkhuna ubbhatasmim kathine 
dasahaparamam atirekacivaram dharetabbam. Tam 
atikkamayato, nissaggiyam pacittiyam.” 
    （尊者們，誦出這三十尼薩耆呀帕棄替呀法來。   
    1. （當）比丘在衣已結束、咖提那（衣）已捨出，多餘
的衣最多可以持有十日。超過那（期限）者，（犯）尼薩耆

洋帕棄替洋。） 
    此之後的「這些（ime kho pana）」等一切處，當知只

以所説的方法。 
    在尼薩耆呀［捨］的衣品之第一學處：「在衣已結束
（nitthitacivarasmim）」－以針縫合結束，或者以「失去、
破壞、燒壞或斷了（獲得）衣的希望」這些，或者凡以某種

方式在衣已結束；即是在斷了對衣作妨礙之意。而已敷展咖

提那（衣）的比丘，在他還獲得咖提那的利益時，在這些行

相下，他也未斷衣的妨礙。 
    「咖提那（衣）已捨出（ubbhatasmim kathine）」－凡
已敷展僧團的咖提那（衣），在該（衣）已經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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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應當如此簡略地了知咖提那（衣）的敷展和捨出。 
    此敷展咖提那（衣）是世尊對已住了前雨安居（的比

丘）所聽許的；而那（敷展咖提那﹙衣﹚）最少［一切最極

限］五人是適當的。因此，凡有四、三、二或一位（比丘）

入了前雨安居，該處即可以入後雨安居者滿數來敷展（咖提

那衣），但那些滿數者並不得（敷展咖提那衣的）利益。 
    因此，假如有在家（或）出家者依法平等地布施住了前

雨安居者衣：「請敷展這件為咖提那（衣）！」以在〈犍

度〉所説的白二羯磨語，應將那件（衣）給與適合敷展咖提

那的比丘（具足八法的比丘）。 
    就在當天，應當將那（塊布）剪裁五條或超過（五）條
以做僧伽梨、欝多羅僧或安陀會，其餘的比丘應作他的同伴

（幫他做衣）。 
    假如所獲得的是已經做好的衣，（那）是極好的；而未
剪裁、未縫合的（衣）則是不適宜（受持為咖提那衣）的。 
    假如那位比丘希望敷展成僧伽梨，在捨除了舊的僧伽梨

【54】，決意［受持］了新的僧伽梨後，應以：「我以這件

僧伽梨敷展為咖提那（imaya savghatiya kathinam 
attharami）。」來敷展；在（敷展）欝多羅僧（和）安陀會

（為咖提那）也是以此方法。 
    從此，在住了前雨安居的比丘們來到界內後，他（敷展

咖提那的比丘）應當説：「尊者們，僧團的咖提那（衣）已

經敷展，請您們隨喜如法的敷展咖提那（atthatam, bhante, 
savghassa kathinam, dhammiko kathinattharo, 
anumodatha）。」（所白的詞）應當適當地觀察諸長老和諸

下座［新者］；多位和一位而説。（僧團的比丘）他們應

以：「尊者們，僧團的咖提那（衣）已經敷展 atthatam, 
bhante, savghassa kathinam）」或「賢友們，僧團的咖提那
（衣）已經敷展（atthatam, avuso, savghassa kathi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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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説：「我們隨喜如法的敷展咖提那（dhammiko 
kathinattharo, anumodama）」；或説：「我隨喜

（anumodami）。」凡是隨喜的諸已住前安居（的比丘），

他們也成了已敷展咖提那（有敷展咖提那衣的利益）。 
    他們從此開始，直到捨出咖提那（衣），他們獲得：
「未邀請而行（心墮落 46－ 食前食後未囑餘比丘前往餘家）、未受
持而行（捨心墮 2－ 離衣宿）、直到需要衣（捨心墮 1－ 蓄長衣過
十日）、成眾食（心墮落 32）、凡在那住處僧團得衣，（而
他）在該處（因此可）得衣」，這五種利益。到此這是敷展

咖提那。 
    而這（捨出）咖提那衣由：「諸比丘，有這八本母為捨

出咖提那：離去（盡）、完成（做衣盡）、作確定（盡）、

失去（盡）、聽聞（盡）、希望斷、超過界（盡）和共［僧

團一起］捨出。43」如此所説的，在八本母以其中的一種而

捨出。在此詳細的抉擇，當知以在《普端嚴》所説的方法。 
    如此，以這「在捨出咖提那（衣）」，顯示沒有其餘的
妨礙。 
    「最多十日（dasahaparamam）」－有最多十天的限
定，為最多十日；即是最多可以持有十天的時間之意。 
    在不屬於已受持（和）已淨施的多餘之衣為「多餘的衣

（atirekacivaram）」。而衣是指麻織布、綿布、絹布、毛
織布（不得使用人毛和猛獸毛）、粗麻布和混麻布（前五種

線混合的布）；或者隨順這些的其中一種，而且該尺量是達

到淨施的最小（的限量）為這裡的意趣。而這（在《律

藏》）所説的為：「諸比丘，我聽許至少長以善逝指寬的八

指寬，寬四指寬的衣可以淨施。44」 
    而對所説的：「在不屬於已受持（和）已淨施的」，在

                                                 
43 Vin.i,p.. 
44 Vin.i,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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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諸比丘，我聽許三衣可以受持，不得淨施；雨浴衣在

雨季四個月可以受持，從此之後可以淨施；尼師但那可以受

持，不得淨施；床單可以受持，不得淨施；覆瘡布在生病時

可以受持，從此之後可以淨施；拭面布可以受持，不得淨

施；雜用布可以受持，不得淨施。45」以此方法，當知可以

受持和可以淨施。 
    此中，在受持三衣時，應當在染了（色）、施與點淨

後，只有尺量適當，才可以受持。 
    而該尺量最大的限定為－小於善逝衣的（尺量）是適合

的。而最小的限定為－僧伽梨【55】和欝多羅僧的長為四肘

尺又一拳肘［五的拳］，寬為二肘尺又一拳肘［三的拳］；

安陀會的長為四肘尺又一拳肘［五的拳］，寬為二肘尺也是

適合的。從所説的量超過和不足，應當受持為雜用布。 
    此中，由於曾説：「衣有兩種受持（法）：以身受持，

或由語受持。」因此，以：「我捨除這件僧伽梨（imam 
savghatim paccuddharami）」來捨除僧伽梨後，在手捉持新

的（僧伽梨）後，應當以心作意：「我受持這件僧伽梨

（imam savghatim adhitthami）。」做身體的變化而以身來受

持；或者應當説出，而以語受持。 
    當中有兩種受持（法），假如在伸手所及處（之內）

（hatthapasa46），應當説出：「我受持這件僧伽梨（imam 
savghatim adhitthami）。」如果（放在）室內等，或寺院的
附近，在觀察了所放之處後，應當説出：「我受持那件僧伽

梨（etam savghatim adhitthami）。」 

                                                 
45 Vin.i,p.297. 
46 這裡的``hatthapasa''復註解釋為十二肘尺之內－ ``Hatthapaseti idam 

dvadasahattham sandhaya vuttam, tasma dvadasahatthabbhantare thitam 
``iman''ti vatva adhitthatabbam. Tato param ``etan''ti vatva adhitthatabbanti 
keci vadanti.''（SarT.ii,p.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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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欝多羅僧和安陀會（的受持），也是以此方法，只是

名稱不同而已。因此一切的僧伽梨、欝多羅僧和安陀會只應

如此以自己的名稱來受持。 
    假如在受持之後，（想）以（其它）所放的布做僧伽梨

等，在完成染（色）和（點）淨後，（先）以：「我捨除這

件（imam paccuddharami）」來捨除後，才可以再受持（新

的）。而且這三衣為了樂於使用，也可以受持為雜用布。 
    雨浴衣以不超過［無剩餘］（所規定的）尺量，在取其

名稱後，應以所説的方法在雨季四個月受持。從此之後，應

當捨除後而淨施。而且以各種顏色所染的，也是適合；不得

（受持）兩件。 
    尼師但那只應以所説的方法受持。而且該尺量是適量

的；只能（受持）一件，而不得（受持）兩件。 
    床單只應當受持，而該（床單）即使是大件的、一件、
多件都可以（受持）；（而且）即使（染成）青色、黃色；

有邊的、花邊的，一切種類都可以（受持）。 
    覆瘡布只要在有病（期間），應當依（所規定的）尺量

受持，在病癒［止息］時，應當捨除後淨施，（而且）只能

（受持）一件。 
    拭面布只應當受持，而該（拭面布）即使是一條、多條
大件的都可以（受持）。 
    雜用布沒有數量的（限制），只要喜歡，多少件都可以

受持。 
    即使是袋和濾水囊，只要達到淨施的最小尺量，都可以

受持為「雜用布」。即使是多件，放在一起後，可以以：

「我受持這些衣為雜用布（imani civarani parikkharacolani 
adhitthami）」等方法而受持。 
    床套、椅套、枕頭、斗篷［外套］、毛毯，這些假如是
為了住處的資具和所施與的床單，則沒有受持的事（不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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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而且一切以此所説的方法而受持的衣由：「以施與別

人、以被奪後（而再）取回、以（被）親厚取、以還俗、以

捨（戒）學、以死亡、以轉（性）根和以捨除」這八種原因

失去受持。而三衣在破了小指甲的量，也失去（受持）

【56】，而且有此（以下）的區分： 
    假如破的中間還有一線未斷，則還護著（未失受持）。 
    此中，僧伽梨和欝多羅僧在從長邊的一張手之量，從寬

邊的八指寬之量的地方以內（向衣的內部）穿破了，即失受

持；安陀會在從長邊也是該尺量，從寬邊的四指寬（之量的

地方以內穿破了，即失受持）。（若）在所説（破）處的外

部（穿破），則沒有失（受持）。 
    因此，在達到破洞（失受處）的三衣，即處於多餘的衣

之處（成為多餘的衣）。應以針縫合後再受持。 
    雨浴衣在超過雨季四個月、覆瘡布在病癒［止息］，也
失去受持。因此，那些從那（時）之後應當淨施。一切衣淨

施的特相，我們將在淨施學處解説。 
    只是在這場合，凡未如此受持和淨施的，當知那是「多
餘的衣」。 
    「超過那（期限）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tam 
atikkamayato, nissaggiyam pacittiyam）」－（假如）那是所
説的種類和尺量的衣，當（存放）超過最多十日的時間。在

此之內，由於不是多餘的衣，所以不應懲治捨心墮。（在超

過十天時）即應當捨該衣和有心墮落罪之意。 
    又應當捨棄為捨；在先前的部分有應作稱為捨的毘奈耶

羯磨，有捨棄為捨。 
    那是什麼？心墮落。凡超過那（十日）者，有以捨的尼

薩耆羯磨俱的心墮落為這裡之意。 
    而且在獲得該衣的那天，而那天是依於明相昇起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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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和獲得衣的那天一起（算），在（第）十一（天）的

明相昇起為超過十日。應當拿著那件（衣）對僧團、眾或個

人捨。 
    此是這裡的方法－對僧團應如此捨：「尊者們，我這件

衣（存放）超過十日，應當捨，我對僧團捨這件（衣）。」 
    捨了之後，應如此懺悔罪：「尊者，我犯了一捨心墮

（罪），我懺悔該（罪）。」假如有兩（罪），應説：

「二」；假如為那（二）以上，應當説：「眾多」。 
    在捨時也是如此，假如有兩（件）或多件，應當説：

「尊者們，我這些衣（存放）超過十日，應當捨，我對僧團

捨這些（衣）。」（假如）不可能用巴利來説，應當以其它

方式來説。 
    僧團應當由賢能、有能力的比丘白：「尊者們，請僧團

聽我（説），這某某比丘他記得、顯露、闡明、懺悔罪，假

如僧團已到適時，我當接受某某比丘的（懺）罪。」以此接

受了罪後，應當説：「你見（罪）了嗎？」「是的我見

（罪）。」「未來你應當（好好的）守護。」「善哉，極

佳，（未來）我將會（好好）守護的。」在二或眾多

（罪），應當以前面的方法作語詞的區分。【57】 
    在已懺悔罪後，應當如此還與所捨的衣：「尊者們，請
僧團聽我（説），這件衣是某某比丘應當捨的，已經對僧團

捨。假如僧團已到適時，僧團應當把這件衣還給某某比

丘。」兩（件）或多（件），應當作語詞的區分（即改變數

詞）。 
    假如對眾捨，應當説：「我對尊者們捨這件（衣）」或

「這些（衣）」。接受懺罪者也應當説：「請尊者們聽我

（説），這某某比丘他記得、……略……懺悔罪，假如尊者
們已到適時（等）」。在還與衣時，也應當説：「請尊者們

聽我（説），這件衣是某某比丘應當捨的，已經對尊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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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假如尊者們已到適時，尊者們應當把這件衣還給某某比

丘。」其餘的只和前面的相似。 
    假如對個人捨，應當説：「我對尊者捨這件（衣）」或

「這些（衣）」。捨了之後，應如此懺悔罪：「尊者，我犯

了一捨心墮（罪），我懺悔該（罪）。」假如（所對的比

丘）為下座［較新的］，應當説：「賢友（avuso）」。在他
説：「你見（罪）嗎？」或「您見（罪）嗎？」時，應當

説：「是的尊者」或「是的賢友」「我見（罪）。」接著，

在説：「未來你應當（好好的）守護。」或「未來您應當

（好好的）守護。」時，應當説：「善哉，極佳，（未來）

我將會（好好）守護的。」 
    在已懺悔罪後，應當如此還與衣：「我還與尊者這件
衣。」在二或三（罪和衣），只是隨順前面所説的方法。 
    對兩位應當如對眾（的方法）而捨。從此的接受（懺）

罪和還與所捨的衣，應當由他們當中的一位來做。 
    這是一切尼薩耆（捨）的方法。只是由衣、鉢和尼師但

那的物品，而有不同。 
    假如物品不現前，應當以「那（etam）」（的詞）來

捨；假如有多件，應説：「那些（etani）」。在捨了的還與

也是此方法。   
    對所捨的物品以：「這是所給與的，（所以）這是我的
了。」之想而不還與者，（犯）惡作。在知道是他的所有物

之情況而類似奪取時，在所有主放棄責任時，應當以物品的

價值來懲處。 
    在毘舍離，六群（比丘）開始，在持有多餘的衣之故事

制定。 
    「最多十日」，這是隨制。 
    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在未捨而（繼續）使用者，（犯）惡作。而且，凡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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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所解説的）在一切處（其餘二十九條戒）也是如此，因

此，此後我們將不再解説。 
    在未超過十日而存超過想和疑者，（犯）惡作。 
    在超過（十日）即使存未超過想和疑者，也（犯）捨心
墮。 
    同樣地，在未受持、未淨施、未捨與［未送人］、未失
去、未破壞、未燒壞、未被偷而存已受持想等者，（也犯捨

心墮）。 
    在十日內受持、淨施、捨與［送人］、失去、破壞、燒
壞、被搶奪者，以親厚而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行失壞【※。而且就如這裡（此戒），從此之後（的

戒）也是（一樣）。即使在兩部波提木叉，也只有諸他勝和

諸僧初餘為戒失壞，其餘的罪為行失壞※】。沒有任何罪名

是活命失壞或見失壞；除了只有以活命失壞【58】之緣的惡

説所制定的六罪聚；（以及）以見失壞之緣所制定的心墮

落、惡作二罪聚。 
    此是這裡的特相。如此失壞論在此已經結束，從此之後

我們將不再列出（解説）那（失壞論）。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自己所擁有的種
類、尺量成就之衣，已入於數（gananupagata），舊的【※
已斷※】妨礙的情況，多餘的衣，以及超過十日。」 
    咖提那等起。          由未做（而犯）。 
    不得由想而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尼薩耆呀第一學處。 
 
    “2. Nitthitacivarasmim bhikkhuna ubbhatasmim kat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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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arattam’pi ce bhikkhu ticivarena vippavaseyya, abbatra 
bhikkhusammuti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 （當）比丘在衣已結束、咖提那（衣）已捨出，假
如比丘離三衣而宿，即使才一夜，除了比丘（僧羯磨）共許

外，（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二：「（當）比丘在衣已結束（nitthitacivarasmim 
bhikkhuna）」－這裡如在前面的學處而未取【※取了※】

（該）義。 
    「比丘在衣已結束」，當知如此是以所有主為具格之
意。實以作為這比丘之名，而無應做之事［業］；由所有主

－當比丘在衣已結束和在已經捨出咖提那。如此，以這衣已

結束和已捨出咖提那（衣）為斷了妨礙（和）「假如比丘離

三衣而宿，即使才一夜（ekarattam’pi ce bhikkhu ticivarena 
vippavaseyya）」如此之義相結合。 
    此中，「三衣（ticivarena）」－即以受持三衣的方法，
在已受持的僧伽梨等之一。 
    「假如離宿（vippavaseyya）」－即假如分離而住。 
    以：「所謂的村是指（同）一近行（界）、不同近行

（界）」等方法，為在巴利（聖典－《律藏》）所説：村

莊、住處［房屋］、儲藏庫［倉庫］、瞭望台、亭（屋頂四

角的樓台）、長樓、平頂樓房、船、旅商、田、打穀場、

園、寺院、樹下、露地的區分十五種放置之處。假如放置在

村莊等任何一種之外，在超過伸手所及處到明相昇起。這是

簡略，詳細（當知）在《普端嚴》所説。 
    「除了比丘（僧羯磨）共許外（abbatra 
bhikkhusammutiya）」－凡是僧團給與病比丘不離（衣）宿

（羯磨）共許，除了該（羯磨）外，在未得共許的比丘，即

使才離了一夜而宿，當知只以所説的方法捨心墮。 
    只是在這裡為以説 出：「尊者（們），我未經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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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羯磨）共許，這件衣離了（衣）過夜而宿，應當捨」等

方法，此是差別。 
    在舍衛城，眾多比丘開始，在以（只著）上、下衣出發
在人間遊行的故事制定。 
    「除了比丘（僧羯磨）共許外」，這是在此（學處的）

隨制。 
    非共制［共通制定］【※共制［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在未離宿存已離宿想和疑者，（犯）惡作。 
    在已離宿即使存未離宿想和疑者，也（犯）捨心墮。 
    同樣地，在未捨除、未捨與［未送人］等存已捨除、已
捨與等想者，（也犯捨心墮）。 
    在明相中捨除，以及在第一咖提那（學處）所説的已捨

與［送人］等區分，也無罪。 
    同樣地，在已得共許【59】者在離（衣）而宿，（也無

罪）。在病癒時應當返回，或者應在該處捨除（受持）。又

有該（病）或其它（病）發作［擾亂］，所得的（羯磨共

許）是允許的。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已受持的衣，未敷
展咖提那（衣），未得（僧團羯磨）共許，以及離衣而

宿。」 
    等起等只與在第一咖提那（學處）所説的方法。           
    只有在那裡是以未受持和未淨施而未做，而在此（學

處）是未捨去（受持），此是差別。 
    （不得由想而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二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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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Nitthitacivarasmim bhikkhuna ubbhatasmim kathine 
bhikkhuno pan’eva akalacivaram uppajjeyya, 
akavkhamanena bhikkhuna patiggahetabbam patiggahetva 
khippameva karetabbam. No c’assa paripuri masaparamam 
tena bhikkhuna tam civaram nikkhipitabbam, unassa 
paripuriya satiya paccasaya. Tato ce uttarim nikkhipeyya, 
satiya’pi paccasa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3. （當）比丘在衣已結束、咖提那（衣）已捨出，假
如比丘得非時衣，想要的比丘可以接受。接受後應當儘快地

做。假如不足，那位比丘最多可以存放該衣一個月，以存有

期待而補足（那）不足的。假如從那（期限）存放超過者，

即使存有期待，也（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當）比丘在衣已結束（nitthitacivarasmim 
bhikkhuna）」－當知只以所有主之所作義。 
    「非時衣（akalacivaram）」－是指（在《律藏》）把

這：「在未敷展咖提那，為雨季的最後一個月；在已敷展咖

提那，為五個月。」説為衣時。除了那（衣時）以外，在其

它時間所獲得的（衣為非時衣）。 
    以及即使在（衣）時，凡對僧團以：「（我施與）這件
非時衣。」或對個人以：「我布施您這件（衣）。」等方式

而布施的，這稱為非時衣。 
    「假如得［生起］（uppajjeyya）」－從僧團、從誦經
者等眾【※、從親戚、從朋友※】、糞掃［塵棄］或以自己

財物所獲得自己部分如此（非時）的衣。 
    又或以：「諸比丘，以這八本母而獲得（生起）衣－以

界而布施、以同意［規定］而布施、以設（常規性之）食而

布施、對僧團布施、對二部僧布施、對已住雨安居者布施、

以指定［指出］而布施和對個人而布施。」假如以這八種本

母的其中一種而獲得［生起］。 
    當中，以：「我以界而布施。」如此觸及了界而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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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以界而布施；在一切處也是以此方式。 
    而且，此中的「界」有－破損的界、近行［近郊］界、

同一共住界、不離（衣）宿界、（利）得界、村界、鎮界、

城界、阿邦塔拉界、擲水所及處界、地方界、國界、王界、

洲［島］界、和輪圍（山）界十五種。 
    此中，近行［近郊］界是指已圍的寺院以圍牆，未圍的

（寺院）以適合圍牆之處為限定。 
    又或從諸比丘經常集合之處的周邊，或站在齋［食］

堂，或從固定居住的住處，強力中等男子的兩個投擲土塊所

及處之內，當知為近行［近郊］界。而該（界）由住處而增

大，由（住處的）減小而縮小，即使一百由旬也成近行界。 
    在此所布施的利養，一切到達界內者（都可）獲得。而

諸比丘尼入寺院、囑咐住處，告白別住、摩那埵，破雨安

居、取依止、住處等種類，當知這一切也只以此界。 
    「（利）得界」－凡國王、國王大臣等建造了寺院後，

以牛呼（四分之一由旬）、半由旬或一由旬周圍為限定：

「這是我們的寺院之（利）得界。」凡【60】在此之內生
起：「我們施與我們寺院的那一切（僧眾）。」而確立［設

置］，這稱為（利）得界。 
    咖西（Kasi迦尸）、憍薩羅等國中有許多個地方；這裡

以一個地方限定為地方界。 
    以咖西（Kasi迦尸）、憍薩羅等國的限定為國界。 
    被一個國王所命令（統治）之處為王界。 
    以海邊限定的大島或中島為島［洲］界。 
    一輪圍山所圍繞之內為輪圍界。 
    其餘的，只在序［因緣］論所説的方法。 
    此中，以：「我們以破損界而布施。」所施（物）只是
破損的界之處可獲得。從此的界外和界的中間之處則無法獲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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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我們以近行界而布施。」所施物只要在限定之

內，即使在破損界和界的中間也可獲得。 
    在以同一共住界（而布施），所施物在破損界和界的中
間無法獲得。 
    在以不離（衣）宿界和利得界（而布施），所施物只在

它們所達之內可以獲得。 
    在以村界等（而布施），所施物在它們所達之內（和）
已結的界之處，也可以獲得。 
    在以阿邦塔拉界和擲水所及處界（而布施），所施物只

在它們所達之內可以獲得。 
    在以地方界等（而布施），所施物在它們所達之內
（和）已結的界之處，也可以獲得。 
    因此，（假如）在這閻浮洲［印度］設立：「我們布施

銅鍱洲［錫蘭］的僧團。」而施與，該從銅鍱洲來的，即使

才一位，他可以獲得一切（所施物）。假如這裡只是同分的

一位（比丘），他（應當）取其部分，而不應妨礙（他人的

部分）。 
    假如有人進入寺院，未説：「以某界」，而他只是説：

「我以界而布施。」那位（比丘）應當問：「界是有許多種

的，你所説的是關於什麼呢？」假如他説：「我不知道這些

區分，願（一切）處在界的僧眾拿取。」（如此）則應以近

行界來分配。 
    「以規定［同意］（而布施）」－這裡的規定是指同一

利得的規定。那應當如此作（規定）：「在一座寺院集合的

比丘，凡想到寺院來集者，（如果）他們希望，（他們）即

可同一利得。」取了該名之後：「某某寺院的舊住者少利得

（asuko nama viharo poranako appalabho）。」説了某種原因

後（説）：「（假如）那座寺院的僧眾喜樂，可以作與這座

寺院一起同一利得（tam viharam imina viharena sadd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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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alabham katum savghassa ruccati）。」應三次告知。那麼多
（僧眾）即使在該寺院坐著，而只是坐著，在該座寺院只應

如此作。 
    即使那麼多（僧眾）在這裡坐著，雖然只是在那裡坐

著，但在一座寺院分配所得之時，其他站著（的僧眾）也可

以取得（所得的）部分。 
    「 以設（常規性之）食（而布施）」－這裡的設食是

指施主所設置的施捨之處。因此，以：「我施與我所常（作

布施）之處（的僧眾）。」或者（命令下人）説：「你們施

與。」或者就在那裡進行連續供食；或者從諸比丘常食之

處；或者只在某住處作（布施），而將所施物（布施給）一

切處。 
    假如【61】在一個常作（布施）之處，（所施物）比諸

比丘（數）少，或只有一塊布，在告白了（《律藏》的）本

母（之詞），應當如其所説而領取。 
    「對僧團的布施」－（當施主）進入寺院，以：「我對
僧團布施。」諸來到近行界和與他們相連（排成）一排的

（僧眾），即使（處在界）外也可以獲得所施物。因此，即

使在他們未（親自）到來，在有（弟子等）拿取者時，也應

當給與（他們）的部分。凡在近行界的比丘們看見：「是對

僧團」的布施。在排成一排的（僧）眾可以獲得，但未來到

十二肘尺的（僧）眾，則無法獲得。 
    「對二部僧（布施）」－凡對二部僧（而布施），應將
所施物一半分給比丘們，一半分給比丘尼們。即使假如才只

有一位比丘或一位比丘尼，乃至未受具足戒，也應當分給一

半。 
    當（施主）在説：「（我布施）二部僧和您。」假如有

十位比丘和十位比丘尼，應當在分成二十一份後對一人而布

施，十位比丘僧和十位比丘尼僧，凡個人的所得，即使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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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團，他也可以依自己上首雨安居（數）而取得。為什麼

呢？以取二部僧而拿取的緣故。 
    即使當（施主）在説：「（我布施）二部僧和佛塔。」

也只是此方式。在此沒有佛塔從僧團獲得部分之名，只是

（每）一個人的所得部分相等而成一份。 
    當（施主）在説：「（我布施）比丘僧和諸比丘尼。」

不應從中間破了而分配［與］，而應當計算比丘和比丘尼

（的人數）而分配［與］。 
    當（施主）在説：「（我布施）比丘僧和諸比丘尼和

您。」以個人個別的部分並無法獲得（不得個人個別的部

分）。他只能獲得所得的一份。 
    當（施主）在説：「（我布施比丘僧和諸比丘尼）和佛

塔。」佛塔則可以獲得一人之份。 
    當（施主）在説：「（我布施）諸比丘和諸比丘尼。」

不應從中間破了而分配［與］，而應當計算（比丘和比丘

尼）的人數而分配［與］。在與那（當施主在説：「我布施

諸比丘和諸比丘尼。」）一起而觸及了個人（和）佛塔，也

只是和前面［無間］（所説的）相似。 
    而且，就如在取以比丘僧為始的方式，在取以比丘尼僧
為始（的方法）也應當如此。 
    當（施主）在説：「（我布施）比丘僧和您。」不得個

人個別的部分，但佛塔則可以獲得。  
    當（施主）在説：「（我布施）諸比丘和您。」不得

（個人）個別的部分，只有佛塔可以獲得。 
    「對已住了雨安居的僧團（布施）」－當中，假如（施

主）進入寺院後，説：「（我布施）已住了雨安居的僧

團。」凡在此處住了前雨安居而未破雨安居者，即使他們

（正）處在界外，也可以獲得（該施分），而非其他（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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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施主）處在近行界之外，説：「（我布施）已住

了雨安居的僧團。」凡是住了雨安居的一切來到者，他們都

可以獲得（該施分）。 
    又（假如施主）説：「（我布施）在某寺住了雨安居

者。」只有在此處住了雨安居者，直到在咖提那捨出，都可

以獲得（該施分）。此中一切在場者可以獲得，而非其他

（不在場者）。 
    「以指定而布施」－即是他在指定了、限定了才布施。

是指什麼呢？是指在今天【62】或明天以粥邀請比丘們，當
（比丘們）在他家喝了粥後，他説：「凡是喝了我的粥者，

我布施他們這些衣。」凡是受邀請而喝了粥者，只有他們才

獲得（該衣施）；在以飯（和）副食［嚼食］等來邀請也是

方法。 
    「對個人的布施」－以：「這件衣我布施某人」，如此
（接受者）不在場；或者放在其足跟［腳下］後，以：「這

是（給）您的［我布施您這件衣］」，如此現前而布施。 
    在此這只是簡略，詳細的（當知）在《普端嚴》所説。 
    如此以八種本母的文句來（説明）獲得非時衣的特相，

這乃是關於「假如獲得非時衣」而説的。 
    「想要時（akavkhamanena）」－在希望時。 
    「應當儘快地做（khippameva karetabbam）」－應在
十天內趕快地做。  
    「假如不足（no c’assa paripuri）」－即假如沒有充
足。該衣的量不足以做成受持的衣；即是假如未滿［不夠］

之意。 
    「存有期待（satiya paccasaya）」－ 以：「在某日僧
團將獲得衣，我將從那（當中）獲得［生起］衣。」以此方

式在從僧團、眾、親戚、朋友的其中一種之處，或者以：

「我將獲得糞掃衣。」或以：「以此淨財［允許的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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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線等）］我將取得衣。」如此而存有衣的期望。 
    「假如從那（期限）超過者（tato ce uttarim）」－假如
從最多一個月超過而放置者，（犯）尼薩耆［捨］之意。 
    假如根本衣柔軟，而期望衣粗不能接合，當還有剩餘的

夜數，未滿一個月，由不想要，可以不做衣，在得到了期望

衣，應在時（限）之內做（衣）。假如不得，即使是期望

衣，也應當受持為雜用布。 
    又當根本衣粗，而期望衣柔軟，在把根本衣受成為雜用
布後，可以把期望衣做成根本衣來放置，（如此）那可得再

放［回避］一個月。以此方便直到將不獲得（衣料），他可

以展轉［變換］作成本衣來放置。 
    這以：「尊者（們），我這件非時衣（存放）超過一個
月，應當捨（等）」，以此方式，當知捨的方法。 
    在舍衛城，眾多比丘開始，在接受非時衣後（存放）超
過一個月的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從此之後，一切只與在第一咖提那（學處）所説的相

似。    只有在那裡是超過十日，而在此（學處）是超過一

個月，此是差別。其餘的只與該（學處）相似。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自己所擁有的種類、尺量成

就之衣，已入於數（gananupagata），舊的【※已斷※】妨礙的情況，非
時衣，以及超過一個月。」 
     不得由想而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三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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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Yo pana bhikkhu abbatikaya bhikkhuniya 
puranacivaram dhovapeyya va rajapeyya va akotapeyya v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4. 凡是比丘，假如使非親戚的比丘尼洗、染或打舊衣
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四：「非親戚的（abbatikaya）」－不是親戚的。

即是從父親或母親乃至七世，沒有以任何行相相關連之意。 
    「比丘尼（bhikkhuniya）」－如諸釋迦女在純比丘僧，

或者在二部僧受具足戒。 
    「舊衣（puranacivaram）」－在染（色）、作淨後，
即使才下著或披著一次；乃至由頭的受用而（放）在肩上，

或放在頭上前往道路，或者當枕頭來臥，即使才（使用）一

次，也是（屬於）舊衣。 
    「假如使洗（dhovapeyya）」－假如在以：「（妳）
洗」之語而説，或者作身體的變化，或用手交給（她的）

手，或放在（她的）腳跟前［下］，或處在十二肘尺之內向

上投（給她），或者派遣其他人（交給她的）手中，由她來

洗，而成為使令（她）洗。在使令染和打也是這種方式。 
    在他為了洗而交給式叉摩那、沙彌尼或烏帕西咖［在家

女信徒］的手中，假如她在受具足戒後而洗者，即使如此，

也（犯）捨心墮。在交給烏帕沙咖［在家男信徒］或沙彌的

手中，假如他在轉性根受具足戒後而洗者；或者交給年青的

比丘，在他轉根後而洗者，也（犯）捨心墮。在使令染和打

也是這種方式。 
    在此以：「尊者（們），這件是我使令非親戚比丘尼洗

的舊衣，應當捨（等）」，以此方式，當知捨的方法。 
    在舍衛城，烏達夷（Udayi）長老開始，在使令非親戚

（比丘尼）洗舊衣的故事制定。 
    非共制［非共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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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命令的。 
    在以：「（妳）洗」等而命令時，以及當以如此命令而

在比丘尼準備火爐［作竈暖水］等前方便時，比丘（犯）惡

作。 
    在洗了之後，假如只是懸掛［舉起］、染了和打了，即

（犯）尼薩耆。 
    即使在作了三（種）或兩（種），也只有一事（犯）尼

薩耆，其它的（事）則（犯）惡作。 
    假如（比丘）在説了：「（妳）洗。」即使她做了一切

（三事），也只有洗緣之罪。假如在説：「妳做這件衣的所

應做之事。」則由一語，（犯了）心墮落俱的二惡作。 
    在使令從比丘尼一邊受具足戒（的比丘尼）洗者，未捨

而使用者，使令洗他人所有（的舊衣）者，（使令洗）尼師

但那、（或）敷具［床單］者，（令）親戚（洗）存非親戚

想和疑者，（犯）惡作。 
    在（令）非親戚存親戚想或疑者，也（犯）捨心墮。 
    從此之後，在如此之處的「三法心墮落47」我們將解

説。 
    假如（使令）親戚的（比丘尼）、或非親戚的朋友在未

説：「（妳）洗」而她洗者；在（使令非親戚比丘尼）洗未

曾使用（的衣），或（洗）其它資具者，或（使令）式叉摩

那（或）沙彌尼洗者，無罪。在瘋狂者等，也是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舊衣，放在近處命
令非親戚的比丘尼，以及她洗等。」 
    作媒等起。           從做（才犯）。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47 「三法心墮落」－在非親戚存 1. 非親戚想、2. 親戚想或 3. 親戚疑
者，都犯心墮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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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四學處。                  
 
 
    “5. Yo pana bhikkhu abbatikaya bhikkhuniya hatthato 
civaram patigganheyya, abbatra parivattak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5. 凡是比丘，假如從非親戚的比丘尼手中接受衣，除
了交換外，（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五：「非親戚的（abbatikaya）」－這只是所説的

方法。因此，從此之後，（若）在有時，我們將不（再）解

説。 
    「衣（civaram）」－在達到淨施（之量）的六（種

衣）之一。在一切衣相應的學處為此方式，（若）在有不同

之處，我們將解説。 
    「假如接受（patigganheyya）」－此中，請她用手交給
（自己的）手；或請她放在腳邊；或者説法者在説之時，在

投擲布而脱落在附近，而請她投上者，假如他（比丘），就

成了接受了。 
    假如有某未受具足戒者，而派遣後而用手拿取是可以
的。即使在她放在垃圾堆等，而想：「他將取糞掃衣。」決

意了糞掃衣而拿取者，也是可以的。 
    「除了交換外（abbatra parivattaka）」－乃至在給與了

呵梨（haritaka）果片，或在做了：「我將給與（她某物品）

的思惟交換而拿取。除了那（交換）之外，乃至在拿取達到

淨施（之量）的布（或）濾水囊者，也（犯）尼薩耆。 
    在此以：「尊者（們），這件衣是我未經交換從非親戚
比丘尼的手中接受的，應當捨（等）」，以此方式，當知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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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在王舍城，烏達夷（Udayi）長老開始，在接受（非親

戚比丘尼）衣的故事制定。 
    「除了交換外」此是這裡的隨制。 
    非共制［非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在為了拿取而伸出手等方便［加行］，（犯）惡作；在

獲得，尼薩耆，應當捨。 
    三法心墮落。 
    在使令從一邊受具足戒（的比丘尼），以及在親戚存非

親戚想或疑者，（犯）惡作。 
    在親厚取者，在暫時［借］的（而取）者，以及在鉢袋
等不應受持的資具，在從式叉摩那（或）沙彌尼的手中而拿

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達到淨施（之量）

的衣，沒有交換，以及從非親戚的（比丘尼）接受。」 
    作媒等起。           由做、未做。 
    其餘的只與第四（學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五學處。                  
 
 
    “6. Yo pana bhikkhu abbatakam gahapatim va 
gahapatanim va civaram vibbapeyya, abbatra sama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Tatthayam samayo: Acchinnacivaro 
va hoti bhikkhu natthacivaro va. Ayam tattha samayo.” 
    （6. 凡是比丘，假如向非親戚的居士或女居士乞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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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適時外，（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這裡的適時是，比丘

被奪衣或失去衣，此是這裡的適時。） 
    在第六：「居士（gahapatim）」－未在諸比丘出家的

（男）人。 
    「女居士（gahapatanim）」－未在諸比丘尼出家的女

人。在一切與居士相應的學處（都以）此方式（的定義）。 
    「假如乞求（vibbapeyya）」－假如乞求或令乞求。 
    「除了適時外（abbatra samaya）」－凡是當衣被搶奪
了或失去了；除了該適時外，在其它乞求的方便，（犯）惡

作；在獲得，（犯）尼薩耆。 
    在此以：「尊者（們），這件衣是我在沒有適時向非親
戚居士乞得的，應當捨（等）」，以此方式，當知捨的方

法。 
    在舍衛城，烏帕難達（Upananda優婆難陀）開始，在向
（非親戚的居士）乞衣的故事制定。 
    「除了適時外」此是這裡的隨制。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親戚存非親戚想或疑者，（犯）惡作。 
    在適時者，在向親戚（或）已邀請者乞求者，在向他人
的親戚（或）已邀請者為了他人而乞求者，在以自己的財物

而拿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達到淨施（之量）

的衣，沒有適時，向非親戚（或未邀請者）乞求，以及由那

而獲得。」 
    等起等只與第四（學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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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學處。  
 
 
    “7. Tabce abbatako gahapati va gahapatani va bahuhi 
civarehi abhihatthum pavareyya, santaruttara-paramam tena 
bhikkhuna tato civaram saditabbam. Tato ce uttarim 
sadiy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7. 假如非親戚的居士或女居士，以多（件）衣向那位

（比丘）邀請可以恣意拿取，那位比丘最多可以從那（些）

接受上、下衣。假如從那（規定）接受超過者，（犯）尼薩

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七：「假如那位（tabce）」－被奪衣或失去衣的那
位比丘。 
    「可以拿取（abhihatthum）」－「abhi」為字首［接頭
辭］，可以取去之意；乃就可以拿取而説。 
    「假如恣意邀請（pavareyya）」－假如希求，假如希
望、喜樂即可獲得。即是假如以：「你喜歡多少就拿多

少」，如此邀請之意。 
    或者就如：「從安隱能見出離」，此處為「見了」之

意。如此，這裡的「假如恣意邀請就可以拿取」也可以在拿

來放在前面時而以身（邀請）；或者假如帶來後由語詞説

出：「我們衣的庫房您喜歡多少，就可以拿取多少。」而邀

請之意。 
    「最多上、下（衣）（santaruttara-paramam）」－最
多有下（和）上衣，為最多上、下衣。即是有內著和披著的

最上限定而説。 
    「可以從那（些）接受衣（tato civaram 
saditabbam）」－從所帶來的衣可以拿取那麼夕衣，而不得

更多。 
    此中，這抉擇為：凡失去了所受持的三衣，他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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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件，在一件下著、一件披覆後，另外（那件）應當從類似

（同分）之處求取。凡是失去了兩件（衣）者，他可以接受

一件（衣）；假如他（只）是以正常的上、下衣遊行（而失

衣）者，就可以接受兩件。如此（在三衣失去兩件衣時），

在接受一件（衣，）將（夠上、下衣）了。當在三（衣）失

去了一件（衣）時，則不得接受任何（衣）。當在兩件

（衣）失去了一件（衣），則可以接受一件（衣）。若只有

一件（衣），而且那件失去了，則可以接受兩件（衣）。 
    當比丘尼失去了五衣時，可以接受兩件（衣）。在失去

了四件衣時，可以接受一件（衣）。在失去了三件衣時，則

不得接受任何（衣）。在（失去了）兩件（衣）或一件

（衣）時，就更不用説了。 
    由此最多可以保留上、下衣，從此在更乞求的加行［方

便］，（犯）惡作；在獲得，（犯）尼薩耆。 
    在此以：「尊者（們），這件衣是我向非親戚居士超過
限度乞求的，應當捨（等）」，以此方式，當知捨的方法。 
    在舍衛城，六群比丘開始，在乞求多衣的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親戚存非親戚想或疑者，（犯）惡作。 
    在做了兩件（衣）而説了：「其餘的我將帶來」，而拿

取者，在（施主）説：「願其餘的（衣）是您的」，（而拿

取）者，不是由於被奪取（或）失去而布施時而拿取者，以

所説的方式向親戚（或）已邀請者乞求者，在以自己的財物

而拿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從那（上、下衣）
超過者，【66】被奪等原因，向非親戚（或未邀請者）乞
求，以及由那而獲得。」 
    等起等只與第四（學處）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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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七學處。  
 
 
    “8. Bhikkhum pan’eva uddissa abbatakassa gahapatissa 
va gahapataniya va civaracetapannam upakkhatam hoti: 
“Imina civaracetapannena civaram cetapetva itthannamam 
bhikkhum civarena acchadessami”ti, tatra ce so bhikkhu, 
pubbe appavarito, upasavkamitva civare vikappam apajjeyya: 
“Sadhu vata mam, ayasma, imina civaracetapannena 
evarupam va evarupam va civaram cetapetva acchadehi”ti, 
kalyanakamyatam upada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8. （假如）非親戚的居士或女居士，指定為比丘準備

衣資：「以這衣資購買衣後，我將送衣給某某比丘披覆。」

假如那位比丘先前未受邀請，就前往那裡作衣的指示說：

「賢友，實在善哉！請你以此衣資購買如此如此的衣給我披

覆。」欲求好而取著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八：「（假如）指定為比丘（bhikkhum pan’eva 
uddissa）」－在以：「我將布施某某比丘」，如此指出後。 
    「衣資（civaracetapannam）」－黃金等（買）衣的

錢。 
    「準備（upakkhatam hoti）」－準備的；即收疊而放
置。 
    「購買後（cetapetva）」－轉換後；即是使做或購買後
之意。 
    「我將送衣給披覆（civarena acchadessami）」－這是
慣用語。這：「我將布施某某比丘」，為在此之意。 
    「假如那位（前往）那裡（tatra ce so）」－即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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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那位居士或女居士所在之處，假如該比丘先前未受邀

請，就前往那裡作衣的指示。」在此文句的結合。 
    「假如作指示（vikappam apajjeyya）」－假如作優
越、增加整理［過程］的指示。 
    就如做該（指示），可以顯示那：「實在善哉（sadhu 
vata）」等而説。 
    此中，「善哉（sadhu）」－是祈願的不變詞。 
    「實在（vata）」－為審慮［遍尋］。 
    「我（mam）」－他指出自己。 
    「賢友（ayasma）」－他稱呼他人。 
    「如此如此的（evarupam va evarupam va）」－在長等
其中之一。 
    「欲求好而取著者（kalyanakamyatam upadaya）」－
在欲求美妙、欲求優越而以心取著。對那以這：「假如作

（指示）」相結合。 
    假如在如此作（指示）時，由他的話，凡從最初的目的
而增加錢購買比較美好的，在該加行［努力］，比丘（犯）

惡作；在獲得，（犯）尼薩耆。 
    在此以：「尊者（們），這件衣是我未先受邀請，前往
非親戚居士（處）作指示（而得）的，應當捨（等）」，以

此方式，當知捨的方法。 
    在舍衛城，烏帕難達（Upananda優婆難陀）開始，在作
衣的指示之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親戚存非親戚想或疑者，（犯）惡作。 
    在高價而想使購買少價者，或者在説：「只用這錢你供

養其它如此的」時者，以所説的方式向親戚（或）已邀請者

乞求者，在以自己的財物而拿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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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想要更（好的）的

衣，向非親戚（或未邀請）者乞求，以及由那而獲得。」 
    等起等只與第四（學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八學處。  
 
 
    “9. Bhikkhum pan’eva uddissa ubhinnam abbatakanam 
gahapatinam va gahapataninam va 
paccekacivaracetapannani upakkhatani honti: “Imehi mayam 
paccekacivaracetapannehi paccekacivarani cetapetva 
itthannamam bhikkhum civarehi acchadessama”ti, tatra ce so 
bhikkhu, pubbe appavarito, upasavkamitva civare vikappam 
apajjeyya: “Sadhu vata mam, ayasmanto, imehi 
paccekacivaracetapannehi evarupam va evarupam va 
civaram cetapetva acchadetha, ubho’va santa ekena”ti, 
kalyanakamyatam upada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9. （假如）兩位非親戚的居士或女居士，指定為比丘

各別準備衣資：「我們以這些各別的衣資，購買各別的衣

後，我們將送衣給某某比丘披覆。」假如那位比丘先前未受

邀請，就前往那裡作衣的指示：「賢友們，實在善哉！請你

們以這些各別的衣資兩者（合）一，購買如此如此的衣給我

披覆。」欲求好而取著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九：當知只是以此方法之意。 
    這（學處）實是前面（學處）的隨制相似，只是在那裡

是逼惱一（人），而在此（學處）為（逼惱）兩（人），此

是這裡的差別，其餘的一切，只與前面的（學處）相似。而

且，就如（逼惱）兩（人），當知即使在逼惱多（人）而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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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者，也是（犯）的。 
    而且在捨的方法當知是以此説出：「尊者（們），這件

衣是我未先受邀請，前往諸非親戚居士（處）作指示（而

得）的，應當捨（等）」的方式。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想要更﹙好的﹚的衣，向兩或多

位非親戚﹙或未邀請﹚者乞求，以及由那而獲得。」 
    等起等只與第四﹙學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九學處。  
 
 
    “10. Bhikkhum pan’eva uddissa raja va rajabhoggo va    
brahmano va gahapatiko va dutena civaracetapannam 
pahineyya: “Imina civara-cetapannena civaram cetapetva 
itthannamam bhikkhum civarena acchadehi”ti. So ce duto 
tam bhikkhum upasavkamitva evam vadeyya: “Idam kho, 
bhante, ayasmantam uddissa civaracetapannam abhatam 
patiganhatu  ayasma civaracetapannan”ti. Tena bhikkhuna 
so duto evamassa vacaniyo: Na kho mayam, avuso, 
civaracetapannam patiganhama, civarabca kho mayam 
patiganhama kalena kappiyan”ti. So ce duto tam bhikkhum 
evam vadeyya: “Atthi pan’ayasmato koci veyyavaccakaro? 
“ti, civaratthikena, bhikkhave, bhikkhuna veyyavaccakaro 
niddisitabbo, aramiko va upasako va: “Eso kho, avuso, 
bhikkhunam veyyavaccakaro”ti. So ce duto tam 
veyyavaccakaram sabbapetva, tam bhikkhum upasavkamitva  
evam vadeyya: “Yam  kho, bhante, ayasma 
veyyavaccakaram niddisi sabbatto so maya, upasavkamatu 
ayasma kalena, civarena tam acchadessati”ti, civaratthikena, 
bhikkhave, bhikkhuna veyyavaccakaro upasavkamit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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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attikkhattum codetabbo saretabbo: “Attho me, avuso, 
civarena”ti. Dvattikkhattum codayamano sarayamano tam 
civaram abhinipphadeyya, icc’etam kusalam. No ce 
abhinipphadeyya, catukkhattum, pabcakkhattum, 
chakkhattuparamam tunhibhutena uddissa thatabbam. 
Catukkhattum, pabcakkhattum, chakkhattuparamam 
tunhibhuto uddissa titthamano tam civaram abhinipphadeyya, 
icc’etam kusalam. Tato ce uttarim vayamamano tam civaram 
abhinipphad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No ce abhinipphadeyya, yat’assa civaracetapannam 
abhatam tattha samam va gantabbam duto va pahetabbo: 
“Yam kho tumhe, ayasmanto, bhikkhum uddissa 
civaracetapannam pahinittha na tam tassa bhikkhuno kibci 
attham anubhoti. Yubjant’ayasmanto sakam,  ma vo sakam 
vinassa “ti. Ayam tattha samici.” 
    （10. 假如王、王臣、婆羅門或居士，以（派）使者

（的方式）指定為比丘送衣資：「請你以這衣資，購買衣

後，送衣給某某比丘披覆。」假如該使者前往那位比丘

（處）後如此說：「尊者，這是指定為尊者帶來的衣資，請

尊者接受衣資。」該比丘應對那位使者如此說：「賢友，我

們不能接受衣資，我們（只）接受在適時和允許的衣。」假

如該使者對那位比丘如此說：「尊者有執事人嗎？」諸比

丘，需要衣的比丘應指出寺院居士或烏帕薩咖為執事人：

「賢友，這位就是比丘們的執事人。」假如該使者交代那位

執事人後，前往那位比丘（處）如此說：「尊者，尊者所指

出的執事人，我已經交代他了，請尊者在適時前往，他將送

衣給您披覆。」諸比丘，需要衣的比丘前往執事人（處）

後，可以催促二、三次，使憶念：「賢友，我需要衣。」假

如在催促二、三次使憶念時，（成功）取得該衣，此是善；

假如沒有（成功）取得，可以四次、五次、最多六次為那

（目的）靜默地站著。假如在四次、五次、最多六次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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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靜默地站著時，（成功）取得那件衣，此是善；假

如從那（規定）努力超過（成功）而取得該衣，（犯）尼薩

耆洋帕棄替洋。 
    假如沒有（成功）取得，應當自己去或派遣使者到為那
位（比丘）帶來衣資之處：「你們曾經指定為比丘送衣資，

該比丘沒有從那（衣資）得到任何利益。賢友們，要回自己

的（財物），不要失去你們自己的。」此在這裡是如法。） 
    在第十：「王臣（rajabhoggo）」－從國王受［食］用
俸祿為王臣，也誦為「rajabhogo」；即是從國王而擁有財產
之意。 
    「衣資（civaracetapannam）」－黃金等不允許的（金

錢）。 
    「假如（派）送（pahineyya）」－即假如派送。 
    「以這（imina）」等，乃能顯示（被送）來（的動機）

清淨而説。 
    假如派遣（説）：「你把這個（錢）布施給某某比

丘。」（由於涉及）不允許的物品，（被送）來（的動機）

並不清淨，即使有淨人，比丘也不應指出。 
    「帶來的（abhatam）」－即送來。 
    「我們不能（na kho mayam）」等，即使這（買）衣的
錢是以允許的方式被帶來，但由於使者如此的言詞而成為不

允許的。因此乃是顯示應當拒絕那（衣資）而説。 
    金、銀、貨幣和小錢幣，這四種是尼薩耆的物品。 
    珍珠、摩尼、水晶、貝殼、（綠豆色）石、珊瑚、紅寶

石、琥珀、七種穀、婢、奴、田、地、花園和果園等，這些

是（犯）惡作的物品。不能為了自己、塔、僧團、眾或個人

而接受。因此，為了顯示「不能接受那（衣資），而説：

「我們不能」等。 
    「我們（只）接受衣（civarabca kho m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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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ganhama）」－這是適合説為自己指定而帶來的，因此

而説。 
    「適時（kalena）」－在相應、已到適時；當我們需要
之時，我們接受允許的衣之意。 
    「執事人（veyyavaccakaro）」－即淨人。 
    「應指出（niddisitabbo）」－這是以：「有誰是尊者的
執事人嗎？」以聽許的允許語詞而説時。假如使者説：「誰

能拿這個（錢）？」或：「我當給誰？」時，則不應指出

（淨人）。 
    「寺院居士或烏帕薩咖（aramiko va upasako va）」－
這是以適合的而説。除了五種同法者外，（其他）任何人都

可以當淨人。 
    「賢友，這位（eso kho, avuso）」－這是為了顯示比丘

的允許言詞而説。只應如此説，而不得説：「請給與那（個

人）」等。 
    「我已經交代他了（sabbatto so maya）」－我已經命令

他了。就如在您需要衣之時，他將施與（您）衣，如此而説

之意。 
    當使者在如此通知後，向他（淨人）催促是適當的。假
如只是交到他的手中就走了，則不適合（去催促衣）。 
    假如（比丘）現場指出：「這位就是執事人。」而且使
者當場將（衣）資交給他的手中後（説）：「你為長老購買

衣後，（把衣）供養給（他）。」就離開了；即使在未如此

説：「我已經交代他了。」而催促他，也是適當的。 
    假如使者在臨走前對比丘説：「我將（把衣資）交給他

的手中，您可以（去）取衣。」後才離去；或者派遣他人告

知，即使有其它如此（類似的通知）而（去）催促，也是適

當的。【68】 
    儘管在此只提到「使者」，即使（施主）自己帶來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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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做［行］，在那（情況），也只是以這方法（特相）。 
    「賢友，我需要衣（attho me, avuso, civarena）」－這
是顯示催促的特相。假如他以語詞來催促，或者用任何身體

語言來説此義，應當説此義；而不得以：「給我」、「為我

帶來」等方式而説。 
    「假如（成功）取得（abhinipphadeyya）」－假如如此
説出，在三次催促時而成功取得者。 
    「此是善（icc’etam kusalam）」－這是美妙的。 
    「最多六次（chakkhattuparamam）」－這是中性之
詞。最多六次是指涉及應當靜默地站著（以提醒、要求）

衣，而不應坐下、不應接受食物，也不應説法。 
    如果他（問）説：「您是為了什麼緣故而來的呢？」只

應説：「賢友，你是知道的。」假如他坐下等，則他破了站

立，他即失去了到來的理由。這是為了顯示以身催促的特相

而説。而且這裡最高的限制是三次催促和六次站立為所允許

的。而以（口頭）催促（等於）兩倍所允許的站立。因此，

假如只有（口頭）催促而沒有站立，他可得六（次口頭）催

促。假如只有站立而沒有（口頭）催促，他可得十二（次）

站立。假如他兩者都做，以一次（口頭）催促應當減去兩次

站立。 
    在此，（假如）他只在一天一再地去了催促六次，或者

只是去了一次，説了：「賢友，我需要衣。」六次。 
    同樣地，他只在一天一再地去了而站立十二次，或者只

去了一次，他在這裡、那裡地站著，他也破壞了一切（口

頭）催促、一切站立。何況在不同之日如此做呢！此是這裡

的抉擇。 
    如果施主他自己去指出淨人，即使他（比丘）催促一百
次也是可以的。 
    假如現場的淨人和不在場的淨人兩者都未被指出，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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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也不應説。如此這已顯示了有十（種）淨人。 
    「假如從那（規定）超過（tato ce uttarim）」－即從所
説的（口頭）催促（和）站立（次數）的量超過了。 
    「尼薩耆洋（nissaggiyam）」－在超過努力時的一切加

行［方便］，（犯）惡作；在獲得，（犯）尼薩耆。 
    而且在此以：「尊者（們），這件衣是我以超過三次催
促、超過六次（默）立而獲得的，應當捨（等）」，以此方

式，當知捨的方法。 
    「到為那位（比丘）帶來衣資之處（yat’assa 
civaracetapannam abhatam）」－凡從國王或王臣為該比丘
帶來衣資的那裡。也誦為「yatvassa」；僅此之意。 
    「那裡（tattha）」－那位國王或王臣的面前，在近
處；此是處格。 
    「該比丘沒有從那（衣資）得到任何利益（na tam tassa  
bhikkhuno kibci attham anubhoti）」－那資金對該比丘即使

少量的工作也沒有達成。 
    「要回自己的（財物）（yubjant’ayasmanto sakam）」
－賢友們，願你們得到自己所擁有的財物。 
    「不要失去你們【69】自己的（ma vo sakam 
vinassa）」－願你們不要失去（你們）所擁有的。 
    「此在這裡是如法（ayam tattha samici）」－此在這裡

是出世間法的隨法性；即隨順義務法性之意。因此，（若）

未如此做，則犯破壞義務的惡作。 
    在舍衛城，烏帕難達（Upananda優婆難陀）開始，在
説：「尊者，請等到（過了）今晚」時，而不能等，在該故

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未滿催促、站立而存超過想或疑者，（犯）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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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催促而獲得者，在由施主［主人］催促後而施與
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淨人有被比丘指出
的情況，適用於使者（的情況），超過該（次數）的努力，

以及由那努力而獲得。」 
    等起等只與第四（學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十學處。     
                    第一衣品。 
 
 
    “11. Yo pana bhikkhu kosiyamissakam santhatam 
karap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1. 凡是比丘，假如（令）做混雜有蠶絲的敷具者，

（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羊毛品第一：「混雜有蠶絲（kosiyamissakam）」－
即使以一蠶絲，乃至即使在那做（敷具之）處由風力掉落而

作混合［結合］。 
    「敷具（santhatam）」－在平地之處將蠶絲一再地在上
面展開後，並灑了酸粥等，使成為可以製做的特相。 
    「假如（令）做者，（犯）尼薩耆洋（karapeyya, 
nissaggiyam）」－在（自己）做、（或）使令做的加行［方

便］，（犯）惡作；在獲得，（犯）尼薩耆。 
    在此以：「尊者（們），我使令做這件混雜有蠶絲的敷

具，應當捨（等）」，以此方式，當知捨的方法。 
    （在此學處）只是依照這語詞，當知從此之後的一切敷

具（學處之抉擇）。那麼多能夠了知的，從此之後我們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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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闡述那（捨的方法）。 
    在阿拉威（Alavi），六群（比丘）開始，在使令做混雜

有蠶絲的敷具之故事制定。 
    非共制［非共通制定］。 
    由為了自己而使令做，為有命令的。                 
    由自己未做成、（和）完成的方式，而有四法心墮落。
（自己未做成，自己使令完成；自己未做成，由他人使令完成；他人未

做成，由自己使令完成；他人未做成，由他人使令完成。） 
    在做（佛龕等的）帳蓋等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蠶絲的情況，為了

自己做、或使令做的敷具，以及獲得。」 
    等起等只與在使令洗學處的方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一學處。 
 
 
    “12. Yo pana bhikkhu suddhakalakanam elakalomanam 
santhatam karap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2. 凡是比丘，假如以純黑色羊毛（令）做敷具者，

（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二：「純黑色（suddhakalakanam）」－未以其它
（顏色、材料）混雜的諸純黑色的。 
    在舍衛城，六群（比丘）開始，在做如此的敷具之故事

制定。 
    其餘的只與第一（學處）相似。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純黑色羊毛的情況，為了自己

做、或使令做的敷具，以及獲得。」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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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二學處。【70】 
 
 
    “13. Navam pana bhikkhuna santhatam karayamanena 
dve bhaga suddhakalakanam elakalomanam adatabba, 
tatiyam odatanam, catuttham gocariyanam. Anada ce 
bhikkhu dve bhage suddhakalakanam elakalomanam, tatiyam 
odatanam, catuttham gocariyanam, navam santhatam 
karap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3.當比丘（令）做新敷具時，應當取兩部分純黑色的

羊毛，第三（部分）白色，第四（部分）黃褐色。假如比丘

不取兩部分純黑色的羊毛，第三（部分）白色，第四（部

分）黃褐色（令）做新敷具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

洋。） 
    在第三：「兩部分（dve bhaga）」－即兩部分（四分之

二）。 
    「應當取（adatabba）」－即應當拿取（gahetabba）。 
    「黃褐色（gocariyanam）」－即黃褐色
（kapilavannanam）。 
    此是這裡的抉擇：無論想做多少，（先）量取那些（羊

毛的）重量後，可以取兩部分黑色的，一（部分）白色的，

一（部分）黃褐色的，即使才超過一根黑色的（羊毛）之情

況，也（犯）尼薩耆；（黑色的羊毛）不夠（兩部分），則

是可以的。這三種在捨後即使再獲得，也不得使用。 
    在舍衛城，六群（比丘）開始，在做如此的敷具之故事

制定。 
    從做、未做（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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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的只與第一（學處）相似。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黑色羊毛超過兩部分，為了自己

做、或使令做的敷具，以及獲得。」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三學處。 
 
 
    “14. Navam pana bhikkhuna santhatam karapetva 
chabbassani dharetabbam. Orena ce channam vassanam, tam 
santhatam vissajjetva va avissajjetva va, abbam navam 
santhatam karapeyya, abbatra bhikkhu sammuti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4. 當比丘（令）做新敷具後應持用六年。在六年內

無論捨或未捨該敷具，假如（令）做其它新敷具者，除了比

丘（僧羯磨）共許外，（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四：「假如在六年內（orena ce channam 
vassanam）」－在六年內的部分，即（在六年之）中之意。 
    「除了比丘（僧羯磨）共許外（abbatra bhikkhu 
sammutiya）」－凡僧團給與病比丘的敷具共許羯磨，而除
了那（已給與共許羯磨）之外。 
    （若）未得（僧團的）共許而在六年內做其它敷具者，

（犯）尼薩耆。 
    在舍衛城，眾多比丘開始，在每年使令做敷具的故事制

定。 
    「除了比丘（僧羯磨）共許外」，這是在此（學處的）

隨制。 
    在得到了那（僧團的共許）直到他的病還沒有痊癒，或

者痊癒再復發［逼惱］，在他再再所到之處，即使每年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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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團的共許）也是可以的。 
    在為他人而做（敷具），以及在獲得已做成的而使用，
也可以的。 
    其餘的只與第一（學處）相似。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在六年以內的情況，為了自己

做、或使令做的敷具，以及獲得。」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而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四學處。 
 
 
    “15. Nisidanasanthatam pana bhikkhuna karayamanena 
puranasanthatassa samanta sugatavidatthi adatabba, 
dubbannakaranaya. Anada ce bhikkhu puranasanthatassa 
samanta sugatavidatthim navam nisidanasanthatam 
karap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5. 當比丘（令）做尼希但那敷具時，應從舊敷具的

邊緣取一善逝張手，為了作壞色。假如不從舊敷具的邊緣取

一善逝張手，而（令）做新尼希但那敷具者，（犯）尼薩耆

洋帕棄替洋。） 
    在第五：「舊的敷具（puranasanthatam）」－凡是即
使才坐或臥過一次的（也稱為舊的敷具）。 
    「邊緣（samanta）」－從（舊敷具）周圍的一側或四
角為（剪）取之處。就如有一張手之量，應當如此（剪）

取。應以敷展邊的一處而敷展，或者拆開後應當混雜而敷

展，如此則比較堅固。 
    「假如不取（anada ce）」－在有舊的敷具而未取者；
假如沒有（舊的敷具）而未取者，則是可以的。 
    在為他人而做（敷具），以及在獲得已做成的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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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的。 
    在舍衛城，眾多比丘開始，在捨出敷具的故事制定。 
    其餘的只與第三（學處）相似。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未從舊敷具的周邊取一善逝張
手，為了自己做、或使令做的敷具，以及獲得。」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而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五學處。 
 
 
    “16. Bhikkhuno pan’eva addhanamagga patipannassa 
elakalomani uppajjeyyum, akavkhamanena bhikkhuna 
patiggahetabbani patiggahetva tiyojanaparamam sahattha 
haritabbani, asante harake. Tato ce uttarim hareyya, 
asante’pi harake,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6. 假如比丘在遊行途中獲得羊毛，想要的比丘可以

接受。接受後，在沒有運持者（時），比丘最多可以親手運

持三由旬。假如從那（規定）運持超過者，即使在沒有運持

者，也（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六：「在遊行途中（addhanamagga 
patipannassa ）」－即稱為旅行［道路］的長途而行。這一

切只是闡明故事而已。無論何處，只要如法獲得，就沒有從

取得的過失。 
    「最多三由旬（tiyojanaparamam）」－從取得之處
（開始），三由旬之量的地方。 
    「親手（sahattha）」－以親手；即是自己可以帶持之
意。 
    「即使在沒有【71】運持者（asante’pi harake）」－只
是即使在沒有其他的運持者。假如有（其他人）能夠運持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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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則是適合的。 
    由自己（運持），乃至為了治療［對治］風病，即使以

未用線綁的（羊毛）塞入耳孔，在一腳超過三由旬者，

（犯）惡作；在第二腳過（三由旬）者，（犯）捨心墮。 
    在舍衛城，某比丘開始，在（運持羊毛）超過三由旬的
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在超過三
由旬，1. 存超過想，2. 未超過想，3. 未超過疑者，心墮落） 
    在以：「（妳）洗」等而命令時，以及當以如此命令而

在比丘尼準備火爐［作竈暖水］等前方便時，比丘（犯）惡

作。 
    在洗了之後，假如只是懸掛［舉起］、染了和打了，即

（犯）尼薩耆。 
    在不足三由旬，存超過（三由旬）想或疑者，（犯）惡

作。 
    在運持三由旬而（再）運持回者；以居住的目的到達
後，從此之後（再）運持者；被搶奪了或在捨了（作了毘尼

羯磨後再）獲得而運持者；在使令他人而運持者；乃至（將

羊毛）用線綁著已做成的物品而運持者，以及在瘋狂者等無

罪。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未做成物品的羊
毛；首次獲得；自己拿取或者在他人（主人）不知道時（把

羊毛）放在車乘超過三由旬；不是在運持去（再）運持回；

不是在為了居住的目的。」 
    羊毛等起。           從做（才犯）。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 
    三心。               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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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學處。 
 
 
    “17. Yo pana bhikkhu abbatikaya bhikkhuniya 
elakalomani dhovapeyya va rajapeyya va vijatapeyya v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7. 凡是比丘，假如使非親戚的比丘尼洗、染或梳羊
毛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七：在釋迦國（Sakka），六群（比丘）開始，在使

令（非親戚比丘尼）洗羊毛的故事制定。 
    在此只是以使令洗舊衣（學處）所説的方法，當知一切

抉擇。 
    （非共制［非共通制定］。 
    有命令的。 
    在令非親戚存親戚想或疑者，也犯捨心墮。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羊毛，放在近處命令非親戚的比丘

尼，以及她洗等。」 
    作媒等起。           從做才犯。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七學處。 
 
 
    “18. Yo pana bhikkhu jataruparajatam ugganheyya va 
ugganhapeyya va upanikkhittam va sadiy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8. 凡是比丘，假如捉取金銀（錢）、使令捉取，或

同意放在近處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八：「金銀（錢）（jataruparajatam）」－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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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以及貨幣、銅錢、木錢、膠錢等，凡是通用的（貨

幣），那一切都歸屬在銀（錢）之中而説。 
    「假如捉取（ugganheyya va）」－假如在為了自己而施

與時，或者在看見了放在沒有執取處［沒有主人］（的財

物）而自己捉取。 
    「或假如使令捉取（ugganhapeyya va）」－或者假如使
令他人捉取那（金錢）。 
    「或假如同意放在近處者（upanikkhittam va 
sadiyeyya）」－假如在現場以如此：「願這個（錢）是尊者
的」；或者以：「在某某處有我的生金、黃金（錢），那是

（要給）您的」，如此放在不現前處；或者只以語詞或以手

勢表達［説］了：「（這個是要給）您的。」而遍捨［捨

與］，凡是未以身或語詞拒絕，而以心接受者，這稱為「假

如同意」。 
    假如他想拿取而以心接受，但他以身或語詞拒絕：「這
是不允許的。」（即使）他並未以身或語詞拒絕，而是以清

淨心（決意）：「這是我們所不允許的。」（這稱為）沒有

同意，（這是）適當的。  
    「尼薩耆洋（nissaggiyam）」－在捉取等，凡是在
【72】（捉取時）沒有緊密結合的物品，以計算物品的數

目，（犯）捨心墮。 
    在捨該（金錢）時，以：「尊者們，我接受了錢，我這

個（錢）應當捨，我對僧團捨棄這個（錢）。」如此只應當

在僧中捨棄。 
    假如在那裡有某在家人來，應當説：「請你知道這

個。」當在他説：「用這個（錢），我可以帶來什麼？」

時，不應説：「這個（某某物品）。」而應當以：「熟酥等

是比丘們所允許的」，説如此允許的（言詞）。 
    假如他帶來了，除了接受金錢者外，在分配了之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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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比丘）都可以受用。接受金錢者，凡是由該因緣所產生

的其它利益，即使正在被施與時，乃至即使由那所生的樹

蔭，也不能受用。 
    假如他不想帶回任何物品，則應當説：「請把這個丟

掉！」假如他在某處丟棄，或者撿取後離去，則不應作阻礙

［預防］。 
    假如他不捨棄，應當選派具備五支的比丘為丟棄金錢

者，他不得作標相，而應當像（在丟棄）糞便一般丟棄；假

如他作標相者，犯惡作。 
    在王舍城，烏帕難達（Upananda優婆難陀）開始，在接
受金錢的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有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非金錢而存金錢想或疑者，在為了僧團、塔等而捉取

者，以及在接受珍珠、摩尼等者，（犯）惡作。 
    在以寶學處的方法而收置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金銀（錢）的情

況，（關於）為了自己，（以及）在捉取等其中一種情

況。」 
    在等起等：有以捉取由做而犯；有未作拒絕由未做（而
犯）。 
    其餘的只與作媒（學處）所説的方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八學處。 
 
 
    “19. Yo pana bhikkhu nanappakarakam rup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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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voharam samapajj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19. 凡是比丘，假如從事各種金錢交易者，（犯）尼

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九：「各種的（nanappakarakam）」－由已做成
的等而有許多種類。 
    「金錢交易（rupiyasamvoharam）」－金銀（錢）的轉

換。 
    前面的學處遮止接受尼薩耆的物品（和）諸惡作的物

品；而此學處則遮止這些（物品的）轉換。 
    因此，（假如）以惡作的物品（與）惡作的物品（或

與）允許的物品（轉換者）；以及以允許的物品與惡作的物

品轉換者，（犯）惡作。 
    （假如）以尼薩耆的物品（與）尼薩耆的物品（或與）
惡作的物品（或與）允許的物品（轉換者）；以及以惡作的

物品（或）允許的物品與尼薩耆的物品轉換者，（犯）尼薩

耆。 
    應當依照前面（學處）的方法只（應當）在僧中捨棄；
而且已捨棄的物品也應當以那裡所説的方法而奉行。 
    在舍衛城，六群（比丘）開始，在交易金錢的故事制

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此（學處）有這二種構成要素：「凡自己以財物轉
換，以及以金錢轉換那（金錢）或財物。」 
    從做（才犯）。 
    其餘的只與在前一［無間］學處所説的方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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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學處。 
 
 
    “20. Yo pana bhikkhu nanappakarakam kayavikkayam 
samapajj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0. 凡是比丘，假如從事各種買賣者，（犯）尼薩耆
洋帕棄替洋。） 
    在第十：「各種的（nanappakarakam）」－由衣等允
許的物品而有許多種類。 
    「買賣（kayavikkayam）」－只是買和賣。 
    以：「以這個，請給與這個；請轉換、交易拿這個

來」，以此方式在拿取他人的允許物品時，為從事買；在給

與自已的允許物品時，為從事賣。 
    因此，除了五種同法者外，凡如此地給與自己的如法物

品後，而拿取即使是母親所擁有的允許物品，那也（犯）尼

薩耆。 
    應以所説的方法在僧團、眾中，（或對）個人捨。在

以：「在使用或拿取這個後，請拿這個某某來」，在使令帶

染料等來，或者法瓶等資具，以及整治地等做修治業後，在

有物品，應當捨棄；在沒有（物品），只應懺悔心墮落。 
    在舍衛城，烏帕難達（Upananda優婆難陀）開始，在買
賣的故事制定。 
    以：「這是什麼價格」，在如此問價時者；在想要拿取

那人的物品時，除了他（那位所有者）之外的其他人，乃至

即使是那人的姪子做了淨人後，而説：「你在拿取這個後，

給與這個。」者；在以：「我們有這個，我們需要這個和那

個」，如此説了後，以自己的財物獲得而拿取者；在與同法

者一起做買賣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凡自己以財物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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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而且轉換那些允許的物品；（對）非同法者；以及從事

買賣。」 
    其餘的只與在交易金錢（學處）所説的方法（相似）。 
    （從做。             三法心墮落。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十學處。 
                    第二羊品。 
 
 
    “21. Dasahaparamam atirekapatto dharetabbo. Tam 
atikkamayato,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1. 多餘的鉢最多可以持有十日。超過那（期限）
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鉢品第一：「多餘的鉢（atirekapatto）」－在未經受
持和未經淨施的，而且那（鉢必須）是以上、中、下的其中

之一量相應的。 
    而該量是以：「可以裝［容］半阿羅咖（alhaka）的
飯」等方法，為在（《律藏》的）巴利聖典所説的。 
    此是這裡的抉擇：去了殼而未破裂的米（sali），在善搗
潔淨後，取了二摩揭陀那利（nali乾量的單位）的量，那些

米飯是非半熟（不是有些熟、有些未熟的）、非濕的、未結

塊的，（而且）極明淨的，就如茉莉花的花蕾一般。在器皿

內所煮了的飯完全無餘的裝入鉢中，而那飯的第四部份［第

四分之一］不太密、不太鬆，能用手拿取，可以加入一切料

理、（和）豆湯。只要團食適當，能夠（容納）最後一團

食，就可以放入魚肉等佐料。而酥、油、酪漿汁（和）粥

【74】等不算在內［不入數］。而那些放入的飯既能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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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也能夠不增多。 
    即使如此的一切（所有的食物）都放入了，假如在鉢口

周圍的下緣是處於相等的，用線或細片來切，（假如）線或

細片與（鉢口的）下邊相碰觸，這稱為上等鉢（上中品

鉢）。 
    假如（團食的）頂部超過那（鉢的下）緣，這稱為上等
的下鉢（上下品鉢）。假如（團食的）未到達那（鉢的下）

緣，而只在（鉢）內，這稱為上等的上（鉢）（上上品

鉢）。 
    從上等的一半之量，為中等的（鉢）；從中等的一半為

下等的（鉢）。當知這些只以所説的方法來區分。 
    在這九品（鉢）中，上上（缽）和下下（鉢）兩種非

鉢，其餘的七（品）鉢稱為與量相應的（應量鉢）。這在此

只是簡略，詳細的，（當知）在《普端嚴》所説。 
    因此，在獲得如此適合沙門之量的已薰之鐵鉢或陶缽後
48，應在十日之內捨除舊鉢後，而受持（新鉢）。 
    假如即使有少數剩餘的（鉢）錢還未付與［還清］，也

不入受持（因為還屬於他人的物品，所以不能受持）；在未

捨出時（只是捨除受持，而還保留在身邊時），則應當淨

施。 
    這裡的捨除和受持方法，當知只以在衣品所説的方法。

淨施的方法，後面我們將解説。 
    假如有某少量【※無鉢※】的比丘，在獲得了十個鉢

後，想要自己使用一切（所有）的（鉢），受持了一個鉢，

在隔天捨除後應受持另一個（鉢），以此方便，即使一百年

                                                 
48 Samanasaruppena pakkanti ettha ayopatto pa¤cahi pakehi (para. attha. 

2.608) pakko samanasaruppena pakko hoti, mattikapatto dvihi pakehi. 
Sace eko pako uno hoti, na adhitthanupago. Yatha ca samanasaruppena 
pakkoyeva adhitthanupago. （KkvtT2.p.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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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運作（而不犯戒）。 
    凡是從鉢口周圍兩指寬以下之處，在破了能使粟米飯漏

出之量（大小）的破洞，即成為不入受持［失去受持］，應

當修補破洞後再受持。 
    其餘的再持和失去（受持的規定），只是與在三衣所説

的方法（相似）。 
    在舍衛城，六群（比丘）開始，在持有多餘的鉢之故事

制定。 
    其餘的解釋次第，當知只與在衣品的第一學處所説的方

法（相似）。 
    （「最多十日」，這是隨制。 
    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在未捨而（繼續）使用者，（犯）惡作。 
    在未超過十日而存超過想和疑者，（犯）惡作。 
    在超過（十日）即使存未超過想和疑者，也（犯）捨心墮。 
    同樣地，在未受持、未淨施、未捨與［未送人］、未失去、未破
壞、未燒壞、未被偷而存已受持想等者，（也犯捨心墮）。 
    在十日內受持、淨施、捨與［送人］、失去、破壞、燒壞、被搶奪
者，以親厚而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自己所擁有的種類、量成就的

鉢，已入於數（gananupagata），多餘的鉢，以及超過十日。」 
    咖提那等起。          由未做而犯。 
    不得由想而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一學處。 
 
 
    “22. Yo pana bhikkhu unapabcabandhanena pattena 
abbam navam pattam cetap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Tena bhikkhuna so patto bhikkhuparisaya nissajjitabb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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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tassa bhikkhuparisaya pattapariyanto so tassa bhikkhuno 
padatabbo: “Ayam te, bhikkhu, patto yava bhedanaya 
dharetabbo”ti. Ayam tattha samici.” 
    （22. 凡是比丘，假如以未滿五補綴的鉢換取其它新鉢
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該鉢應由那位比丘在比丘眾

中捨，而該比丘眾最後的鉢應給與那位比丘（說）：「比

丘，這是你的鉢，應持（用）到破（為止）。」此在這裡是

如法。） 
    在第二：有未滿五個補綴，為「未滿五補綴
（unapabcabandhano）」；即有未滿五個補綴之意。由那未
滿五個補綴，如此之特相為具［作］格。 
    同樣地【※此中※】，由於即使沒有補綴，也（算）未
滿五個補綴，以一切（完全）沒有（補綴），此乃由在那

（《律藏》的）文句解析：「未滿五補綴的鉢是指未補綴或

一個補綴」等所説。 
    而且在「以未滿五補綴」所説的，凡五個補綴的鉢，或

五個補綴之處，那即是非鉢，因此就可以乞求其它的

（鉢）。 
    凡是鉢口周圍以下破裂［落出］兩指寬之量（的大

小），即使才一道裂痕，【75】在那裂縫的最下端以鉢刺刺

穿、燒煮後，用線、繩、麻咖其（makaci一種樹纖維）繩
等，或鉛線綁緊後，為了使食物不附著在該補綴，應當用薄

鉛片或其它的牢固粘著物等包覆。而且應當將該鉢受持後才

可使用。或者鑽［作］了微小的洞而綁著也是可以的；即使

是用燒烤的砂糖混拌［加］石粉來黏接也是可以的。 
    凡是（破了）兩道裂縫或者一道四指寬（的裂縫），應

當做兩道補綴；凡是（破了）三道裂縫或者一道六指寬（的

裂縫，應當做）三道（補綴）；凡是（破了）四道裂縫或者

一道八指寬（的裂縫，應當做）四道（補綴）；凡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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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五道裂縫或者一道十指寬（的裂縫），無論該（鉢）修

補或未修補都是非鉢，應當乞求其它的（鉢）。到此只是陶

缽的抉擇。 
    在鐵鉢，即使假如有五個或超過五個破洞，假如那些

（洞）可以用鐵粉、補釘或圓銅片補綴磨淨，而且可以在隔

天使用，就不應當乞求其它（的鉢）。又或即使只（破了）

一個大洞，無法用圓銅片補綴磨淨，而該鉢會黏著食物，這

個鉢即成為不允許的（鉢）［不如法鉢］，應當乞求其它的

（鉢）。 
    凡達到聚集（大的破洞而難以補綴磨淨）的鐵鉢，或未

滿五個補綴的陶缽而乞求其它（鉢）者，在（乞求的）加行

［努力］，（犯）惡作；在獲得者，（犯）尼薩耆，應當

捨。在捨時只可以在僧中捨，所以説：「應在比丘眾中捨

（bhikkhuparisaya nissajjitabbo）」。 
    「而該比丘眾的（ yo ca tassa bhikkhuparisaya）」－
當中，那些比丘應當拿取各自原本所受持的鉢來集合。接

著，應當差選有德的令取鉢者，應當由（他）對長老（僧中

最上座）説：「尊者，請拿這個（鉢）。」假如長老對該鉢

不喜樂或少欲而不取者，則是可以的；在由於憐愍而不取

者，（犯）惡作。假如（長老）拿取了，長老的鉢應當使第

二長老拿取，直到僧中下座［新戒比丘］，應當以此方式而

行鉢［使令拿取］。以此（方式）捨鉢，稱為「最後的鉢

（pattapariyanto）」。 
    「該（鉢）應給與那位比丘（so tassa bhikkhuno 
padatabbo）」－那個（比丘）對該所拿到的鉢就像所乞求
的一般，只應當恭敬地使用。假如他對它嫌惡而放置在

（床、椅、曬太陽等）非處，或（煮粥等）不當使用，或捨

棄者，犯惡作。 
    在釋迦國（Sakka），六群（比丘）開始，在乞求多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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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在以無補綴（的鉢）和無補綴、一補綴、二補綴、三補
綴、四補綴、無補綴處、一（個補綴處）、二（個補綴

處）、三（個補綴處）、四個補綴處交換者，如此以一一鉢

各十種方式交換，則有一百個捨心墮。 
    在失去鉢者；破鉢者；在（向）自己的親戚（或）曾邀
請者（而乞求）者；為了他人而向他的親戚（或）曾邀請者

而乞求者；以自己的財物而拿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達到受持未滿五個
補綴的鉢，為了自己，未作【76】暗示49，以及由那獲

得。」 
    等起等只與在使令洗學處的方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二學處。 
 
 
    “23. Yani kho pana tani gilananam bhikkhunam 
patisayaniyani bhesajjani, seyyath’idam: Sappi, navanitam, 
telam, madhu, phanitam; tani patiggahetva sattahaparamam 
sannidhikarakam paribhubjitabbani. Tam atikkamayato,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3. 凡諸生病比丘所服用的藥品，這即是：熟酥、生

                                                 
49 Akatavi¤¤atti nama ``vada, bhante, paccayena''ti evam akatatthane 

vi¤¤atti. 「未作暗示」－是指未以「尊者，請説（您所需要的）資

具」，如此而作處的暗示。（KkvtT2.p.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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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油、蜂蜜、糖。接受那些（藥）後，最多可以儲存七日

服用，超過那（期限）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三：「所服用（patisayaniyani）」－諸可服用的；

即是可以食用之意。以此顯示在自己拿取後，即使放置超過

七天也無罪；但服用那些（藥品）則是不可以的。 
    「藥品（bhesajjani）」－可以作藥的作用，或不能（作

藥的作用），而得了如此的通稱。 
    「熟酥（sappi）」－是指牛等的熟酥。凡是牠們的肉是
允許（食用）的，則牠們的熟酥（也是允許服用的）。生酥

也是同樣的。 
    「油（telam）」－是指由芝蔴、芥子、蜜樹、蓖麻、脂
等所產生的（油）。 
    「蜂蜜（madhu）」－是指只是蜜蜂的蜜。 
    「糖（phanitam）」－是指未經煮過，或者無（加）物
品所煮的甘蔗汁所（製）成的；即使一切種類的甘蔗（產

品），當知為「糖」。 
    「接受那些（藥）後（tani patiggahetva）」－在接受那
些藥品之後，而不是那些（奶、芝蔴等）物品。 
    除了脂油外，顯示在此凡是諸時分藥的物品，在接受那

些物品後而做成熟酥等，即使超過七天也無罪。 
    脂油在適時［午前］接受，在適時煮，在適時過濾而以

油來受用時，是（佛陀）所聽許的，是可以食用的。因此，

除了人脂外，凡是其它的脂在食前［午前］接受後，自己煮

了所產生的油，以非食物來受用，即使是（存放了）七天也

是可以的。由未受具足戒者煮了而施與的，在當天的食前

［午前］而食用，則是可以的；而其它諸時分藥的物品，則

（比丘）不可以（自己）煮（該）物品（如牛奶等）。 
    已製成的熟酥或生熟則可以自煮，但不得將該（自煮的

熟酥等）在當天的食前［午前］當食物來食用。在食前［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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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接受的乳等由未受具足戒者煮了之後所製成的熟酥

等，在當天的食前［午前］當食物來食用則是可以的；從食

後［午後］開始，在不做為食用的目的［非適於吞食］，即

使在（存放）超過七天也無罪。 
    「可以儲存服用（sannidhikarakam 
paribhubjitabbani）」－在食前［午前］接受了而儲存、存

放之後，在當天的食前［午前］可以當食物來食用［受

用］；從食後［午後］開始以及在食後［午後］接受的，那

些以非食物來受用，則可以服用七天之意。    
    而且「可以服用」，從語詞上，在七天之內（若）為了

做塗抹［潤滑］的目的等，在決意了之後而存放是無罪的。 
    在為了製做油的目的而接受了終生藥的芥子、蜜樹、蓖

麻、種核，在當天做成的油可以（存放）七天；在第二天做

成的（油）可以（存放）六天；在第三天做成的（油）可以

（存放）五天；在第四、第五、第六、第七天所做成的

（油），則只在當天是適宜的。假如到了（第八天）的明相

昇起，則成了尼薩耆［應當捨］。 
    以不做為食用的目的［非適於吞食］在第八天而未捨

的，則可以外部使用。 
    假如為了（製成）油而接受芥子等，即使不製成

（油），以及在（《律藏》的）巴利聖典（所説的，在接

受）未來的 
熟酥等（即牛、鹿等），【77】在超過七天者，也犯惡作。 
    用冷水製成的蜜樹花糖，也是屬於糖（七日藥）。芒果

糖等則是時分藥。 
    在此，凡是七日（藥）在（對僧團、眾或個人）捨了之

後，即使（再）獲得該（藥），也不能（用來）塗抹傷口

等，或者食用；只可以用來（點）燈或黑色（壞色後可以用

來塗門窗等）；對其他比丘則可以（塗身等）身體的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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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沒有期望而遍捨後他再獲得，即使食用該（藥），
也是可以的。 
    在各別地放置熟酥等在一個容器，或未混合，以計算物
品（的數目）而（結）罪（數）。 
    在舍衛城，眾多比丘開始，在超過七天的故事制定。 
    其餘的當知只與在衣品的第一學處所説的方法（相

似）。 
    （「最多七日」，這是隨制。 
    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在未捨而繼續使用者，犯惡作。 
    在未超過七日而存超過想或疑者，犯惡作。 
    在超過七日即使存未超過想或疑者，也犯捨心墮。 
    同樣地，在未捨與［未送人］、未失去、未被偷而存已捨與想等
者，也犯捨心墮。 
    在七日內決意、捨與［送人］、失去、被燒、被搶奪者，在以親厚
想而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自己所擁有的熟酥等，已入於數

（gananupagata），以及超過七日。」 
    咖提那等起。          由未做而犯。      行失壞。 
    不得由想而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三學處。 
 
 
    “24. ‘Maso seso gimhanan’ti bhikkhuna vassikasatika- 
civaram pariyesitabbam ‘addhamaso seso gimhanan’ti katva 
nivasetabbam. Orena ce ‘maso seso gimhanan’ti 
vassikasatikacivaram pariyeseyya oren’addhamaso seso 
gimhanan’ti katva nivas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4. 「熱季最後一個月」比丘可以尋求雨浴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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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最後半個月」做（好）後可以著用。假如在「熱季最後一

個月」之前就尋求雨浴衣；假如在「熱季最後半個月」之前

做好而著用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四：「熱季最後一個月（maso seso gimhanam）」
－在熱季四個月最後剩餘的一個月。 
    「可以尋求（pariyesitabbam）」－從熱季最後月的第
一天開始到咖提咖月的最後一天，有以「（現在是做）雨浴

衣的時間了」等，生起做（雨浴衣的條件），可以向已對僧

團的邀請處、自己的親戚（或）曾邀請者處，即使是以：

「請布施我衣」等（的方式）乞求，也是可以尋求的。在向

非親戚（或）未曾邀請者處乞求［生起做（雨浴衣的條

件）］者，（犯）破壞義務的惡作。或者依照以：「請給

我」等語而乞求者，由向非親戚乞求學處（的方式），

（犯）捨心墮。 
    「做（好）後可以著用（katva nivasetabbam）」－從
熱季最後半個月的第一天開始到咖提咖月的最後一天，在結

束針縫的工作，即使只有一次的壞色來染，以及點淨後，即

可以著用。 
    這麼久的（時間），在熱季的最後（一個）月為尋求的
田［生處］；在（熱季的）最後半個月為做（和）著用的田

［生處］。這即顯示在雨季的四個月，即使一切（尋求、做

等），也是適合的之意。 
    而且，凡這所聽許的熱季之最後（一個）月，在此即使
尋求了已做成的雨浴衣，也不能受持。 
    假如所經過的那個月那年是被延後的（一年被延滿後、

增長），則可以再得回避一個月，在洗了、放置後，應在入

雨安居的那天受持。 
    假如由於忘記［念忘失］或不可能的情況而未做，那兩

個月和雨季四個月，則可以得回避六個月。假如在咖提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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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提那（衣）被敷展了，另外可得四個月，如此則（共）有

十個月。即使從那之後，以有期待在做了根本衣後（可以）

放置一個月，如此則（共）可以得回避十一個月。從此之

後，即使一天也不可得（回避）。 
    「假如在「熱季【78】最後一個月」之前（orena ce 
‘maso seso gimhanam’）」－從熱季最後月的前分到寒季的
第一天之意。 
    「假如尋求（pariyeseyya）」－在這背後時的七個月
（以逆向而説，從咖提咖月的滿月到接塔木拉月的滿月這七

個月），從非親戚（或）未受邀請處以做使生起（即説：

「現在正是雨浴衣的時候了」等方式）而尋求者，（犯）捨

心墮。而乞求者，由向非親戚乞求學處（的方式），（犯）

捨心墮；向親戚（或）曾邀請者乞求者，在該學處，則無

罪；在做使令生起（即説：「現在正是雨浴衣的時候了」等

方式而尋求）者，在這學處即（犯）罪。 
    「假如在「熱季最後半個月」之前（oren’addhamaso 
seso gimhanam’）」－從熱季最後半個月在前分的那［一］
半個月。 
    「假如做好而著用者（katva nivaseyya）」－在這之間
即使是如法獲得［生起］的，在做好而著用者，也（犯）尼

薩耆。 
    在舍衛城，六群（比丘）開始，在尋求雨浴衣的故事制

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未滿一個月、半個月而存超過想或疑者，（犯）惡

作。同樣地，在有雨浴衣而裸著身體被雨淋者，（也犯惡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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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蓮池等洗浴者、被奪衣者、失去衣者（原三衣被奪失

等而著雨浴衣），或「盜賊偷取而未著衣」，如此事故而著

用（雨浴衣）者；在（向）自己的親戚（或）曾邀請者（而

乞求）者；為了他人而向他的親戚（或）曾邀請者而乞求

者；以自己的財物而拿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著用罪有這四種構成要素：「有衣，沒有事故［災
難］，自己所擁有的雨浴衣之情況，在非時著用。」 
    等起等只與在使令洗學處的方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四學處。 
 
 
    “25. Yo pana bhikkhu bhikkhussa samam civaram datva, 
kupito anattamano, acchindeyya va acchindapeyya v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5. 凡是比丘自己施衣給比丘後，忿怒、不喜，假如

奪取或使令奪取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五：「自己施衣給後（samam civaram datva）」－
在期待他做事等時而自己給與後。 
    「假如奪取（acchindeyya）」－在看見了未做事等以自

己的物品想而奪取者，計物品數而（結）罪（，若非以自己

物品想而奪取者，犯盜戒）。 
    「假如使令奪取（acchindapeyya）」－此中，在命令：

「你奪取」，（犯）惡作；由該命令而奪取者，以計算那些

（物品數）而（結）罪。 
    在舍衛城，烏帕難達（Upananda優婆難陀）開始，在奪
衣的故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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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制［共通制定］。 
    有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未受具足戒者存已受具足戒者想（或）疑者；或存未
受具足戒者想者；即使是對已受具足戒者，除了搶奪達到淨

施（之量）的衣外，（在搶奪）其它資具者；以及對未受具

足戒者搶奪任何物品者，（犯）惡作。 
    由他滿足或瞋怒而施與者，或以他的親厚想而拿取者，

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五種構成要素：「達到淨施最下量的

衣，自己（親自）給與，自己的想，已受具足戒者，以忿怒

而奪取或使令奪取。」 
    等起等，除了受外，只與不與取（學處）（所説的方

法）相似。在此的受，只有苦受。 
    （從做。            
    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世間罪。              身業。 
    不善心。              苦受。） 
     
                    第五學處。【79】                 
 
 
    “26. Yo pana bhikkhu samam suttam vibbapetva 
tantavayehi civaram vayap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6. 凡是比丘自己乞線後，假如使諸織匠織衣者，

（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六：「線（suttam）」－麻線等六種，或者隨順它

們的（其中之一）。 
    「乞求後（vibbapetva）」－為了衣而乞求後。 
    「假如使織（vayapeyya）」－以：「賢友，請織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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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假如以不允許的乞求（方式）而使令織者。 
    「尼薩耆洋（nissaggiyam）」－在如此使令織者，凡織

匠為了織衣而在準備織棒、梭等加行［努力］，在對該（織

衣）的一切加行［努力］，（犯）惡作；在獲得，（犯）捨

心墮。 
    在王舍城，六群比丘開始，在使令織衣的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乞求織匠令織已乞的線，在（織匠）織了長一張手，寬

一肘尺的量，（犯）捨心墮。如此由（所織的）衣的增大，

由這尺量而罪增多。 
    假如只以未乞求而獲得的線而使令織者，如在前面（所

説的）為尼薩耆；而在此為（犯）惡作。 
    假如以那乞求和未乞求而使令織者，以所説的尺量之衣

如結耕地一般，在不允許的線所製的部份，（犯）心墮落；

而其它（允許的線所織的布），同樣地只是（犯）惡作。假

如從那未滿的部分，在一切部分，（犯）惡作。 
    又或以一中間的或線的長是如法的，而寬是不如法的，

如此而織，則以先前所説的（方式）而計算惡作（罪數）。 
    以此方式，以如法的織匠，在不如法的線；在以如法不

如法的織匠，以及即使線的在如法的、在不如法的，在如法

不如法的，當知罪的區分。 
    三法心墮落。                 
     在未使令織而存使令織想或疑者，（犯）惡作。 
    在為了縫衣、紐［繃帶］、腰帶、肩帶、鉢帶、濾水囊

而乞求線者；以如法的線而使令親戚（或）曾邀請（的織

匠）而織者；為了他人者；以自己的財物（而拿取）者，以

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為了衣而乞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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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自己，以不如法的乞求使令不如法的織匠織。」 
    等起等只與在使令洗學處的方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六學處。 
 
 
   “27. Bhikkhum pan’eva uddissa abbatako gahapati va 
gahapatani va tantavayehi civaram vayapeyya, tatra ce so 
bhikkhu, pubbe appavarito, tantavaye upasavkamitva civare 
vikappam apajjeyya: “Idam kho, avuso, civaram mam 
uddissa viyati. Ayatabca karotha, vitthatabca appitabca 
suvitabca suppavayitabca suvilekhitabca suvitacchitabca 
karotha, app’eva nama mayam’pi ayasmantanam 
kibcimattam anupadajjeyyama”ti, evabca so bhikkhu vatva 
kibcimattam anupadajjeyya, antamaso pindapatamattam’pi,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7. 如果非親戚的居士或女居士，指定使諸織匠為比

丘織衣。假如那位比丘先前未受邀請，就前往諸織匠那裡作

衣的指示：「賢友們，這件衣是指定為我織的，請你們做得

長、寬、堅固、善織、善編織、善刮平，以及做得使極平

滑，或許我們會送某物品給賢友你們的。」當該比丘如此說

了之後，假如給與某些物品，乃至鉢食之量，也（犯）尼薩

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七：「假如那位比丘那裡（tatra ce so bhikkhu）」
－凡是在那些織匠所在的村或鎮那裡。 
    「先前未受邀請（pubbe appavarito）」－在衣的主人
還未邀請。 
    「假如作指示（vikappam apajjeyya）」－假如作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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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好］的指示、增加製程。 
    現在以顯示該作指示的行相，而説「賢友們，這件

（idam kho, avuso）」等。 
    此中，「長（ayatam）」－為長。 
    「寬（vitthatam）」－即寬。 
    「堅固（appitam）」－即堅（牢）。 
    「善織（suvitam）」－極善織；即在一切處使平整

［等］後而織。 
    「善編織（suppavayitam）」－即極善編織；在一切處

使平整［等］後，將線展開［拉緊］（而織）。 
    「善刮平（suvilekhitam）」－用釘筆［鉋］使極善刮
平。 
    「極平滑（suvitacchitam）」－【80】用刷子使善平
滑；即善潔淨之意。 
    「乃至鉢食之量，也（pindapatamattam’pi）」－在此
並不是由於比丘（給他）鉢食之量，那為應當捨；假如他們

以他（比丘）的話而從諸衣的主人［施主］手中拿了線之

後，即使做了微小量的長、寬或堅固，而在那些加行［努

力］，比丘（犯）惡作；在獲得，（犯）捨心墮。 
    在舍衛城，烏帕難達（Upananda優婆難陀）開始，在作
衣的指示之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三法心墮落。 
     在親戚而存非親戚想或疑者，（犯）惡作。 
    在使親戚、曾邀請的織匠、為了他人者，或以自己的財

物（而拿取）者，在高價想使令織少價而使令織者，以及瘋

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前往諸非親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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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邀請的織匠（處）後作指示，為了自己的衣，由他的話而

增加線，在獲得衣。」 
    等起等只與在使令洗學處的方法（相似）。 
    （非由想得脱罪。     無心的。            從做才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七學處。 
 
 
    “28. Dasahanagatam kattikatemasikapunnamam, 
bhikkhuno pan’eva accekacivaram uppajjeyya, accekam 
mabbamanena bhikkhuna patiggahetabbam  patiggahetva 
yava civarakalasamayam nikkhipitabbam. Tato ce uttarim  
nikkhip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8. 在未到咖提咖（雨季第三）月的滿月（之前）十
天，假如比丘有急施衣，知道急施衣的比丘可以接受，接受

後直到衣時可以存放，假如從那（期限）存放超過者，

（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八：「未到（之前）十天（dasahanagatam）」－
十日為十天；那未到十天（之前）為未到（之前）十天；即

是還有十天未到來［十天前］之意。而該未到的（前）十

天，乃是以最極限相結合，在處［位］義的對格。 
    「咖提咖（雨季第三）月的滿月（kattikatemasika-
punnamam）」－即第一咖提咖月的滿月（日）。在此只是
與第一句隨順而相結合性，只以前面的方式在處［位］義的

對格。 
    這即是所説的：凡從第一個自恣（日）的前十天［未到

的前十天］而説。 
    假如在所限定［極限］的那天比丘獲得急施衣，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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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急施衣」的比丘，即使一切也都可以接受。 
    由此來顯示：從自恣月的白半月之第五天開始，為獲得

衣的貯放之時。而且這是想要以此：「多餘的衣，最多可以

持有十日」的成就。由義而生起，就如非前一般，在顯示了

義後而設置學處。 
    「急施衣（accekacivaram）」－將出行者、生病者、孕

婦、新生起信（心等）之人的其中之一，以：「我將布施住

雨安居者。」在如此告知後而布施者。 
    假如在前自恣（日）分配該（衣），該（衣）不應（分

配給）破雨安居者，假如（分配而破雨安居者）拿取了，該

衣是屬於僧團的。 
    「直到衣時（yava civarakalasamayam）」－未敷展咖
提那（衣），直到雨季的最後一個月；已敷展咖提那（衣）

者，可以放置該（衣）五個月。 
    在舍衛城，眾多比丘開始，在急施衣（存放）超過衣時
的故事制定。 
    其餘的當知只與在衣品的第一學處所説的方法（相

似）。 
    （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在急施衣而存急施衣想和疑者，犯惡作。 
    在急施衣即使存非急施衣想和疑者，也（犯）捨心墮。 
    同樣地，在未受持、未淨施、未捨與［未送人］、未失去、未破
壞、未燒壞、未被偷而存已受持想等者，也犯捨心墮。 
    在適時內受持、淨施、捨與［送人］、失去、破壞、燒壞、被搶奪
者，以親厚而取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自己所擁有的種類、尺量成就之急

施衣，在未到咖提咖﹙雨季第三個月﹚的滿月﹙之前﹚十天獲得的情

況，在未受持、未淨施，以及超過衣時。」 
    咖提那等起。          由未做而犯。       
    不得由想而脱罪。      無心的。 
    制罪。                身業、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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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                三受。）  
     
                    第八學處。【81】 
 
 
    “29. Upavassam kho pana kattikapunnamam, yani kho 
pana tani arabbakani senasanani, sasavkasammatani 
sappatibhayani; tatharupesu bhikkhu senasanesu viharanto 
akavkhamano tinnam civaranam abbataram civaram 
antaraghare nikkhipeyya, siya ca tassa bhikkhuno kocideva 
paccayo tena civarena vippavasaya, charattaparamam tena 
bhikkhuna tena civarena vippavasitabbam. Tato ce uttarim 
vippavaseyya, abbatra bhikkhusammuti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29. 住了雨安居在咖提咖（雨季第四）月的滿月，在

公認具有危險、恐怖的阿蘭若住處，當比丘在如此的住處居

住時，（如果）希望，他可以於三衣中隨留一衣放在村舍

內。當有某因緣那位比丘可以離該衣而宿，那位比丘最多可

以離該衣六夜而宿。假如從那（規定）離宿超過者，除了比

丘（僧羯磨）共許外，（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九：「住了雨安居（upavassam kho pana）」－此
中，「住了雨安居（upavassam）」為已經住了雨安居。即是

已經住過了雨安居後而説。就如在已成就［證得］等，當理

解這裡是鼻音的；即是已經入了和住了雨安居之意。 
    而且這句與「當比丘在如此的住處居住時」這相結合，

以此而説成：在入了和住了雨安居，從此之後，在後咖提咖

（雨季第四）月的滿月結束時，在（公認具有危險、恐怖

的）阿蘭若住處，……略……可以於三衣中隨留一衣放在村

舍內。 
    此中，「阿蘭若（arabbakani）」－是指一切至少從村

莊的帝柱開始以教師弓的五百弓之量的地方所建造的住處。



Kavkhavitarani 

                                                 170 

假如是沒有圍籬的村莊，應當從適合圍籬的地方開始測量。 
    假如寺院是有圍牆或沒有圍籬的，從村莊（到寺院的）
一切第一座住處、塔、菩提樹，或經常集會處，應當以通常

的道路來測量該（距離），不能以其它道路來作（測量）

【※以其它道路來作（測量），或以非道路來測量，則是不

適當的※】。 
    「公認具有危險（sasavkasammatani）」－由於見到盜

賊等駐紮而公認為「有危險」；即是（當）如此自制之意。 
    由具有恐怖為「具有恐怖（sappatibhayani）」，是從
見到諸盜賊殺害、掠奪、打人們的情況；即是定置的強力諸

怖畏之意。 
    「可以放在村舍內（antaraghare nikkhipeyya）」－在
阿蘭若住處周圍的一切方向，可以（將衣）放在自己所喜樂

的（托鉢）行處之村莊。 
    而且有構成可以該（放置）的條件成就。在此，這構成
可以該（放置）的條件成就為：入了前雨安居者在大自恣時

已行自恣，這是（第）一支；已入了前雨安居，這是第二

支；與（村莊離）至少五百弓之量相應的住處，這是第三

支，但在不足量或超過牛呼（四分之一由旬）之量則不得此

支；凡在行乞食後能夠在食時回［來］到寺院，只有這是此

處的意趣，而有危險（和）有恐怖，這是第四支。 
    「有某因緣（kocideva paccayo）」－有某原因。 
    「該衣（tena civarena）」－放在村舍內的那件衣。 
    「離而宿（vippavasaya）」－離開而住。 
    「假如從那（規定）離宿超過者（tato ce uttarim 
vippavaseyya）」－即六夜以上，假如在該住處第七個明相

昇起之意。同樣地，（假如）不可能（到達該衣處）時，在

進入了村界，到集會堂或某處停留［住了］（到明相昇起）

後，在知道轉起衣後，就可以離去（這即是入村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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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比丘（僧羯磨）共許外（abbatra bhikkhu-
sammutiya）」－除了僧團給與病比丘的離衣宿（羯磨）共

許外，未得該共許，離（衣）超過六夜而宿者，（犯）尼薩

耆。 
    在舍衛城，眾多比丘開始，在離衣宿的故事制定。 
    其餘的當知只與在衣品的第二學處所説的方法（相

似）。    （「除了比丘﹙僧羯磨﹚共許外」，這是在此﹙學處﹚的隨

制。 
    非共制［共通制定］【※共制［共通制定］※】。 
    非命令的。 
    在離宿未超過六夜存已離宿超過六夜想和疑者，犯惡作。 
    在已離宿超過六夜即使存離宿未超過六夜想和疑者，也犯捨心墮。 
    同樣地，在未捨除、未捨與［未送人］等存已捨除、已捨與等想
者，也犯捨心墮。 
    在第七天明相前捨除，以及在第一咖提那學處所説的已捨與［送

人］等區分，也無罪。 
    同樣地，在已得共許者在離衣而宿，也無罪。在病癒時應當返回，

或者應在該處捨除受持。又有該病或其它病發作［擾亂］，所得的羯磨

共許是允許的。 
    在此學處有這四種構成要素：「已受持的衣，未敷展咖提那衣，未
得僧團羯磨共許，以及離衣超過六夜而宿。」 
    等起等只與在第一咖提那學處所説的方法。           
    只有在那裡是以未受持和未淨施而未做，而在此學處是未捨去受

持，此是差別。 
    不得由想而脱罪。      無心的。           由未做而犯。 
    制罪。                身業、語業。 
    三心。                三受。）  
     
                    第九學處。 
 
 
    “30. Yo pana bhikkhu janam savghikam labham 
parinatam attano parinameyya, nissaggiyam pacitti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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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凡是比丘，明知要（欲施）向僧團的所得，假如
廻入自己者，（犯）尼薩耆洋帕棄替洋。） 
    在第十：「僧團的（savghikam）」－僧團所有的。 
    凡（欲施）向僧團，即使還未到手，由一（種）方式50

也是僧團所有的。 
    「所得（labham）」－可得的衣等物品。 
    「（欲施）向（parinatam）」－以説出：「我們將布

施」；「我們將作」，或者以手勢對僧團傾向而住立。 
    「假如廻入自己（attano parinameyya）」－假如在説

出：「請布施這個給我」等，使傾向自己。 
    假如已經布施僧團，就不可以拿取該（所施），只應布

施給僧團。 
    假如諸同法者（出家五眾）或在家者，乃至（自己的）

母親所有的（物品欲施）向（僧團）而廻入者，在（廻入）

的方便，（犯）惡作；在獲得，（犯）尼薩耆。 
    在舍衛城，六群比丘開始，在廻施的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在廻施疑者，以及在非廻施存廻施想和疑者，以及在欲
施向僧團、塔、個人而廻施其它的僧團等者，（犯）惡作。 
    在無廻施想者；在問：「我們（應當）布施哪裡？」

時，而在説：「凡你們心所信樂處，就布施那裡」；或

「（你們可以布施在）你們的所施法能得受用（處）。」等

時者；以及瘋狂者等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三種構成要素：「欲施向僧團的情
況，知道那（情況）而廻入自己，獲得。」 
    等起等與不與取（學處）相似。 
                                                 
50 Ekena pariyayenati parinatabhavasavkhatena ekena pariyayena.
（KkvtT2.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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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從做（才犯）。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三受。） 
     
                    第十學處。 
                    第三鉢品。 
 
  “Uddittha kho, ayasmanto, timsa nissaggiya pacittiya 
dhamma. 
    Tatth’ayasmante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Du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Tatiyam’pi pucchami: ‘Kacci’ttha parisuddha?’ 
    Parisuddh’etth’ayasmanto, tasma tunhi. Evametam 
dharayami’ti. 
    Timsa nissaggiya pacittiya dhamma nitthita.” 
    （尊者們，已經誦（出）三十尼薩耆呀帕棄替呀法了。 
    在此我問尊者們：「在此是否清淨？」 
    第二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第三次我再問：「在此是否清淨？」 
    在此尊者們是清淨的，因此默然。 
    此（事）我如此（憶）持。） 
 
        ※在《疑惑度脱》－波提木叉的註釋，尼薩耆的註

釋已結束。 
 
 
    “1. Sampajanamusavade, pacittiyam.” 
    （1. 知而妄語者，（犯）帕棄替洋。） 
    在心墮落妄語品第一：「知而妄語者（sampajana-
musavade）」－即使在先前知道，（或）在説的剎那才知道

而説妄語者。而且，所謂的説在此是指：以不真實的由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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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語詞表達為真實的，或真實的（表達為）不真實的之努

力。而且這是在特相義的處格。因此，凡是在知道而説妄語

者，在該特相、該因、該緣，（犯）心墮落。如此當知在這

裡和餘處為如此之意。 
    在舍衛城，哈塔咖（Hatthaka）釋迦子開始，在否認後
而承認等的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為了告上人法而説虛誑（語）者，（犯）他勝。 
    為了以無根的他勝誹謗而（説虛誑語）者，（犯）僧初

餘。 
    為了以（無根的）僧初餘誹謗而（説虛誑語）者，

（犯）心墮落。 
    為了以行失壞誹謗而（説虛誑語）者，（犯）惡作。 
    以：「凡是住在你的精舍者（為阿羅漢）」等方式，為

了説上人法，而説虛誑（語），在（對方）知解者，（犯）

偷蘭遮；在（對方）不知解者，（犯）惡作。而只是説虛誑

（語）者，（犯）心墮落。 
    在未經思考而急速説出者，【83】在：「我將説這［其

它］」而説了其它者（欲説此而誤説彼者），以及瘋狂者等

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兩種構成要素：「置身［向前］於説

謊，以説謊的心對那人表達想説之義的努力。」 
    等起等與不與取（學處）相似。 
    （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從做（才犯）。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三受。） 
     
                    第一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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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masavade, pacittiyam.” 
    （2. 辱罵語者，（犯）帕棄替洋。） 
    在第二：「辱罵語者（omasavade）」－為諷刺語；即

對無論已犯或未犯他勝的比丘以身體、語詞或手勢非在餘處

（即現前），以生、名、姓、職業、技術、病、（外）相、

煩惱、罪、惡罵，或者以真實或不真實來（表達）辱罵語

者，即（犯）心墮落之意。 
    在舍衛城，六群比丘開始，在辱罵的故事制定。 
    共制［共通制定］。 
    無命令的。                
    只以那十（種）罵詈事，（如）以：「這裡有些人是旃

陀羅」等方式，在餘處（他不在現場）而罵詈者；以：「你

是小偷」、「你是破結者」等，為了以行失壞誹謗而（説虛

誑語）者，（犯）惡作。 
    以：「凡是住在你的精舍者（為阿羅漢）」等方式，為

了説上人法，而説虛誑（語），在（對方）知解者，（犯）

偷蘭遮；在（對方）不知解者，（犯）惡作。而只是説虛誑

（語）者，（犯）心墮落。 
    在未經思考而急速説出者，【83】在：「我將説這［其

它］」而説了其它者（欲説此而誤説彼者），以及瘋狂者等

無罪。 
    在此（學處）有這兩種構成要素：「置身［向前］於説

謊，以説謊的心對那人表達想説之義的努力。」 
    等起等與不與取（學處）相似。 
    （由想得脱罪。       有心的。           從做（才犯）。 
    世間罪。             身業、語業。 
    不善心。             三受。） 
     
                    第二學處。 


